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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議程大會議程
 年會大會
大會主題： 數位品質與服務創新 

Digital Quality and Service Innovation
時間：民國 110年 11月 6日（星期六）
地點：德明財經科技大學綜合大樓
時　間 議　　　程　　　內　　　容

08:30~09:00 報到 (5樓國際會議廳 )
09:00~09:10 大會主席開幕致詞 中華民國品質學會　楊錦洲博士

09:10~09:15 ISQM主席致詞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校長　盧秋玲博士 
09:15~09:20 貴賓致詞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連錦漳局長

09:20~09:30 中華民國品質學會會士、榮譽會士頒證
中華民國品質學會　楊錦洲博士
會士會議召集人　盧瑞彥會士

09:30~09:40 卓越經營品質獎評審報告 品質獎主任委員 　許聰鑫博士

09:40~10:00 頒獎與授證：卓越經營品質獎、ARE-QP Award、品質論文獎、聚陽產學應用論文獎、博碩士論文獎、
品質專業人員資格認證授證、贊助感謝狀

10:00~10:05 合作備忘錄換文儀式

10:05~10:15 越南舞蹈表演、大合照

10:15~10:30 茶敘時間、AI手搖飲系統展示

10:30~11:10 服務創新專題演講 I：中菲行數位轉型變革 中菲行國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邱鈞榮總經理

11:10~11:50 服務創新專題演講 II：全家便利店數位轉型實務 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數位轉型辦公室　簡維國本部長

11:50~12:00 會務報告 中華民國品質學會秘書長　陳介山博士

12:00~12:05 理事長交接儀式

12:05~13:30 用餐與休息；國際品質管理研討會報到 (3樓電梯口 )

13:30~15:00

國際品質管理研討會論文發表 (各場次同時進行 ) A311 (英文 )、A315、A316、A406、
A407、A409

卓越經營品質實施概況與心得分享 (獲獎單位經驗分享 ) A212
論壇：開源AI品質工具—統計品管及實驗設計(上) A302 (電腦教室 )
論壇：量測與不確定度及工業 4.0 (上 ) A304

15:00~15:20 茶敘時間、AI手搖飲系統展示

15:20~16:50

國際品質管理研討會論文發表 (各場次同時進行 ) A311 (英文 )、A315、A316、A406、
A407、A409

論壇：服務創新經營實務 A212
論壇：開源AI品質工具—統計品管及實驗設計(下) A302 (電腦教室 )
論壇：量測與不確定度及工業 4.0 (下 ) A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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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議程論壇議程

 卓越經營品質獎三星獎獲獎單位經驗分享／免費參加
活動地點：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綜合大樓 2樓 A212

時間 主題 獲獎單位

13:30~14:00 卓越經營品質實施概況與心得分享
三星獎 
台灣高速鐵路股份有限公司

 論壇：服務創新經營實務／免費參加
活動地點：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綜合大樓 2樓 A212
主  持  人： 陳百盛　博士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流通管理系副教授兼研發長 
台灣全球商貿運籌發展協會理事

時間 主題 主講人 機構

14:00~14:30
大車隊創新服務

以媒合人的生活為核心

周恆倫

營運長

台灣大車隊股份 
有限公司 /55688

14:30~15:00
物流產業創新者

物流產業最創新的整體解決方案

穰穎堅

副總經理

永聯物流開發股份

有限公司 /ALP

15:00~15:20 茶敘時間

15:20~15:50
疫情新生活中的即時預訂服務

即時預訂都會享樂的第一選擇

盧熙晨

全球業務總監

曙客股份有限公司

/FunNow

15:50~16:20
AutoML 在商業上的應用
超過千家實戰經驗，提供企業級 
AI 轉型

陳胤同

AI策略夥伴 
負責人

行動貝果股份有限

公司 / MoBag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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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壇：量測與不確定度及工業 4.0／免費參加
活動地點：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綜合大樓 3樓 A304
主  持  人： 來新陽 會士　中華民國品質學會品質研究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

時間 主題 主講人 機構

13:30~13:35 開場致詞 陳介山 博士 品質學會秘書長

13:35~14:10 GUM 與MSA 於標準之演化 黃祖猶 先生 品質學會品研會委員

14:10~15:00 不確定度於校正之應用案例 喬　凡 先生 品質學會品研會委員

15:00~15:20 茶敘時間

15:20~16:20 簡化準確度評估方法與統計 陳文魁 教授 品質學會常務理事

16:20~16:50 Q&A 來新陽 先生 品質學會品研會主委

 論壇：開源 AI品質工具－統計品管與實務應用／免費參加
活動地點：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綜合大樓 3樓 A302電腦教室
主  持  人： 鄒慶士 博士　 

明志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特聘教授兼人工智慧暨資料科學研究中心主任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資訊與決策科學研究所教授、 
中華民國品質學會大數據品質應用委員會主任委員

時間 主題 主講人 機構

13:30~15:00

(1) 品質控制及六標準差套件
簡介 – qcc與SixSigma套件

(2) SPC常用的管制圖實作
(3) R語言實驗設計 (DoE) 分析
功能概覽

劉弘一 博士
明志科技大學人工智
慧暨資料科學研究中
心研究員

15:00~15:20 休息時間

15:20~16:50

(1) Python實作 DoE常用的分
析方法

(2) Shiny套件簡介
(3) 互動式統計品管網頁實作

李明昌 博士

中華 R軟體學會常務
理事
臺灣資料科學與商業
應用協會常務理事

16:50 散會

實作環境： **電腦教室 **配有 64位元個人桌上型電腦，每台至少 8GB的隨機存取記憶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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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論文名稱 作者 (發表人 ) 主持人

01 Optimal Process Mean and Quality Investment Settings Under 
the Single Rectifying Inspection Plan with Producer's Risk Chung-Ho Chen

林
真
如

02 Differences in Perceived Coffee Tastes of Two Coffee Brands 
in Taiwan

Yi-Lang Chen、
Ya-Chien Chen

03 Solutions of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in the Post-Pandemic Min-Han Lin、
To-Cheng Wang 

04 Packaging Misplaced-Label Detection in Production 
Streamline

Rich C. Lee、
Hsiang-Ying Wang
、Yan-Jen Deng
、Yu-Chen Chan
、Yu-Ting Guo、
Kuan-Lun Huang

05 Effect of Online Convenience and Food Quality on Perceived 
Value and Repurchase Intention for Online Food Delivery Service

Kai-Chieh Hu、
Yun-Chieh Hsiao

06 The Development Model of ‘Design for Smart Quality’ Ching-Chow Yang 
、Ronald Sukwadi

A2 論文名稱 作者 (發表人 ) 主持人

01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 and Smart Healthcare: A 
Literature Review and Research Agenda

Yu-Ting Huang、
Alexis P.I. Goh、
Rui Jeat Fann

張
啟
昌

02 Application of Wearable Blood Glucose Detectors for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Diabetes

Jun-Quan Wang、
Zu-Rong Chang、
Hung-Ju Wang

03 Deep Learning for Prognostic and Health Management and 
Empirical Study in Industrial Robotic Arms

Chia-Yu Hsu、 
Yi-Wei Lu、 
Yi-Ching Yeh

04 Virtual Metrology for Prognostics and Health Management by 
Deep Learning

Yi-Wei Lu、 
Chia-Yu Hsu

05
Hybrid Fuzzy Decision Tree Algorithm to Address the 
Uncertainty for Dynamic Dyeing Scheduling and an Empirical 
Study for Industry 3.5 Digital Decision

Chien-Chun Ku、 
Le Thi Nhu Quyen、 
Chen-Fu Chien

場次 A1 Quality Management
地點：3樓 A311 時間：13:30-15:00

場次 A2 AI and Quality Management/Smart Healthcare
地點：3樓 A311 時間：15:20-16:50

國際品質管理研討會各場次議程及地點國際品質管理研討會各場次議程及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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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論文名稱 作者 (發表人 ) 主持人

01
千禧世代消費者知覺服裝契合度、物質主義傾向、自我拓

展對奢侈品品牌認同及購買意願之影響

鄭靜宜、吳文彬

羅濟丞

任
恆
毅

02
海運承攬業評選航商之研究 -應用 Kano模式及資料包絡
分析法

游明敏、趙時梁

葉　洵

03
從觀眾角度看影片創作者特質對持續觀看意圖的影響—以

影片類型為干擾變數
施雅月、林冠廷

04
探討不同偏好表示法在成對比較表達個人偏好時之判斷品

質

郭　定、陳銘慧

陳芸彤

05
醫院員工對於推行國際服務品質認證的認知、期望與工作

認知之前後測結果差異分析
陳思樺、莊宣玲

B2 論文名稱 作者 (發表人 ) 主持人

01 Kano二維品質在物業管理產業對智慧化品質需求之研究
湯玲郎、孫華興

林秋燕、高青莉

湯
玲
郎

02 精益求精 -以預測與健康管理技術提升產品品質之研究
張淵仁、陳錦杏

陳麟杰、郭冠廷

03
以“服務品質模式”探討資訊公司服務品質水準之關鍵因

素－以I公司服務類別為例
郭美玲

04 從有限賽局到無限賽局 -融入 ESG的卓越經營 許麗萍

05
流行涉入與環保意識對快時尚服飾品牌購買意願之影響—

以品牌認同為中介變數
吳文彬、羅濟丞

場次 B1 服務品質 I
地點：3樓 A315 時間：13:30-15:00

場次 B2 服務品質 II
地點：3樓 A315 時間：15:20-1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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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 論文名稱 作者 (發表人 ) 主持人

01
自動販賣機產業商業模式之探討 -以雙因子理論之應用為
例

劉秋菊

何
文
宗

02 AR/VR科技對零售業的影響
謝碧鳳、李琇玲

廖燕鈴

03 客製化與價值共創對知覺品質之影響 張立東、吳淑玲

04 衣聯網 (IoC) 雲端管理模式之初探 英宗宏、李慧君

05
高效率相變共晶 (PCM) 儲冷節能系統服務創新模式 -以高
科技產業為例

陳炫均、徐敏翔

鍾哲裕、丁昊中

邱宗永、丁廉君

06 消防機關人工智慧導入使用重要性之研究 黃士桓、劉仲矩

C2 論文名稱 作者 (發表人 ) 主持人

01
應用品質風險評估與 TRIZ探討機場服務創新設計：以桃
園機場為例

胡凱傑、賴雅方

王
淑
滿

02 運用 Q方法探討人工智慧導入價值認知類型之研究 王家祥、劉仲矩

03 疫情下臺灣展覽產業創新服務模式之研究

廖孟媛、廖仲鍇

王治翰、李明璋

楊東霖、李柏源

04 後疫情時代零售供應鏈之變化趨勢 陳百盛、洪筠緯

05
從智慧零售服務創新模式對銀髮族使用平臺意願的影響以

連鎖藥局通路為例
湯玲郎、劉德安

場次 C1 服務創新 I
地點：3樓 A316       時間：13:30-15:00

場次 C2 服務創新 II
地點：3樓 A316 時間：15:20-1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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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 論文名稱 作者 (發表人 ) 主持人

01
利用卷積神經網路及遷移學習建立自動光學檢測 (AOI) 系
統之缺點類別判定機制

何　應、鄭春生

張
志
平

02 利用卷積神經網路建立 PCB製程藥水濃度異常之分類模型
鄭春生、何　應

吳雨唐、賴承暉

03 卷積神經網絡於電纜包覆品質檢驗之應用
金建全、陸元平

尤鴻威

04 以遺傳演算法挑選產品平台特徵 顏耀庭、賴榮哲

05 基於滾動式循環神經網路進行 IC Tray短期需求預測
王建智、張芯慈

簡均樺、林倢如

何佩勳

D2 論文名稱 作者 (發表人 ) 主持人

01 應用資料探勘於 SMT點膠製程參數推力之預測 張志平、麥文瑄

羅
惠
瓊

02 因應疫情發展功能性紡織產業之動態生產規劃系統
陳佳雯、呂執中

彭威愷、曾順傑

03
應用卷積神經網路和遷移學習建立管制圖非隨機樣式辨識

系統
鄭春生、邱子宸

04
整合 SPC/EPC及深度學習演算法建立化學纖維聚合製程
黏度值之監測系統

鄭春生、張勝斌

李雅媛、游珮伶

05
應用深度學習演算法及遷移學習建立紡織物缺陷之分類模

型

鄭春生、張勝斌

吳雨唐、謝雨芹

06 建置預測維護系統提升產品品質與良率之研究

張淵仁、陳錦杏

林彩玉、張家祥

郭冠廷

場次 D1 智慧生產 I
地點：4樓 A406       時間：13:30-15:00

場次 D2 智慧生產 II
地點：4樓 A406     時間：15:20-1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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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 論文名稱 作者 (發表人 ) 主持人

01
應用田口方法於優化不銹鋼鑽削製程參數之研究 -以硬質
合金鑽頭為例

吳益銓、林建昌

陳
佩
雯

02 應用田口方法於銲線二銲點封裝製程參數最佳化 施楚翔、林棋瑋

03
使用檸檬酸電解液電漿電解拋光 6000系列鋁合金參數最
佳化設計

陳晧隆、黃鈺軒

04
失效模式與效應分析於個案公司滾珠螺桿製程品質改善之

應用
胡伯潛、吳姿萱

05
失效模式與效應分析 (FMEA) 於個案公司線性滑軌委外廠
商加工品質改善之應用

胡伯潛、葉芷岑

06
精實管理於模具更換之改善作業：以汽車後行李箱支撐架

為例
張洝源、賴柏言

E2 論文名稱 作者 (發表人 ) 主持人

01 應用數據科學技術於染缸製程品質異常之分析
王建智、陳昱欣

葉庭佑

王
建
智

02 精實技術於研磨砂輪製程之個案探討
陳琨太、鍾隆禎

王建智

03 再生紡織回收品質及作業之探討 楊和炳

04 以分群化方法挖掘消費者適性產品
陳垂呈、黃惠苓

陳宗義、陳姿妤

05 利用症狀加權關聯規則診斷病患罹患疾病探勘系統
陳垂呈、林容萱

盧彥光、王崇任

06
應用機器學習於政府機關服務數據之預測模型 -以僑務委
員會為例

張志平、李艾臻

場次 E1 實驗設計／品質工程
地點：4樓 A407       時間：13:30-15:00

場次 E2 機器學習與品質改善
地點：4樓 A407 時間：15:20-1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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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 F1 醫療服務品質
地點：4樓 A409 時間：13:30-15:00

F1 論文名稱 作者 (發表人 ) 主持人

01 月子機構卓越創新服務品質模式之探討
陳佳雯、呂執中

余智潔

呂
執
中

02 應用 SDM提升疫苗注射率 –以肺炎鏈球菌疫苗為例 林軒名、呂執中

03
COVID-19對醫院醫療品質的影響 -以非計畫性住院病人
出院後十四日內再住院率為例

張家豪、林妤柔

楊劭為

04
面對疫情醫療新趨勢，運用 Kano模式評估線上醫療之服
務品質

湯玲郎、江俊宜

林書毅、何明光

05 離島地區高齡者對社區共餐服務之認知與服務品質改善
葉子明、彭嘉洋

鄭以鈴、許維玲

06
可靠度工程數據分析應用在醫療人員提升安全行為對學習

態度、學習成效與課程滿意度之研究 -以高雄市五所教學
醫院為例

廖福中、謝文英

F2 論文名稱 作者 (發表人 ) 主持人

01 高加速應力稽核 (HASA) 規劃
沈盈志、楊謦豪

李彥澂

彭
鴻
霖

02 新冠肺炎快速檢測生物晶片的可靠度分析與評估 何彥頤、王順正

03 磨床主軸風險分析與品質改善 江銘晟、陳建平

04 太空裝備環境測試與隨機振動規格嚴厲度探討
李彥澂、楊謦豪

沈盈志

05 應用消失模新製程於長型碳纖維複材橫樑開發

劉宛妮、黃湘茹

王正賢、吳益銓

楊智超、張慈慧

郭凱仁、黃豐貿

06 應用失效模式與效應分析於捷運工程之災害預防 張志平、李點正

場次 F2 可靠度分析
地點：4樓 A409 時間：15:20-1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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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大樓
空間編號

空間名稱 (牌示 ) 空間屬性 研討會用途 使用時間

A506 國際會議廳 國際會議廳 年會大會 08:30~12:05
A502 資訊學院多功能研討室 會議室 理監事 /主委中午用餐 12:05~13:30
A215 校友聯誼會 會議室 研討會主持人中午會議及用餐 12:05~13:30
A217 會議室 會議室 年會來賓中午用餐 12:05~13:30

A218-2 教學技巧改善教室 會議室 年會來賓中午用餐 12:05~13:30
A104 衛生教育室 一般教室 論文發表人中午用餐 12:05~13:30

A212 會議室 會議室
卓越經營品質實施概況與心得分享
論壇：服務創新經營實務

13:30~16:50

A302 專業電腦教室與認證中心 電腦教室 論壇：開源AI品質工具—統計品管及實驗設計 13:30~16:50
A304 A304 一般教室 論壇：量測與不確定度及工業 4.0 13:30~16:50

A311 A311 一般教室
英文論文發表 (A1：Quality Management、 
A2：AI and Quality Management/Smart Healthcare) 13:30~16:50

A315 資訊管理系電腦教室 (B) 電腦教室 中文論文發表 -服務品質 (B1、B2) 13:30~16:50
A316 資訊管理系電腦教室 (A) 電腦教室 中文論文發表 -服務創新 (C1、C2) 13:30~16:50
A406 語言教室 (A) 語言教室 中文論文發表 -智慧生產 (D1、D2) 13:30~16:50

A407 語言教室 (B) 語言教室
中文論文發表 (E1：實驗設計／品質工程、 
E2：機器學習與品質改善 ) 13:30~16:50

A409 多媒體語言教室 電腦教室 中文論文發表(F1：醫療服務品質、F2：可靠度分析) 13:30~16:50

場地使用一覽表場地使用一覽表

逃生門現在位置 逃生方向 電梯

消防器 消防栓 女化妝室男化妝室

平面圖1F平面圖

A119 A118 A117 A116 A115-1 A115 A114

A112 A112-1

A102-2

A102-1

A102

A101

A108-1 A108

A105A106

聯合服務中心 A104 A103

A111 A113 A113-1

中午
用餐

電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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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生方向 電梯

消防器 消防栓 女化妝室男化妝室

逃生門現在位置

平面圖2F平面圖

A227 A226 A225 A224-1 A224 A223 A223-1 A222 A222-1 A221

A220A219-1A219

A206

A201 A201-1 A202 A203A203-1 A204 A205

A218A218-1
A218-2

A207

A208
A209A210

A212

A217
A216

A215

A213 ˙獲獎單位經驗分享
˙論壇：服務創新經營實務

中午會議
及用餐

中午用餐 中午用餐

電梯

逃生方向 電梯

消防器 消防栓 女化妝室男化妝室

逃生門現在位置

平面圖3F平面圖

A317
A316

A315 A314 A313

A312
A311

A305

A301 A301-2
A302

A303
A304

A309

A309-1

A308

A310

A307-1

A307-2

A306-1

A306-2

電梯

英文論文
發表

論壇 論壇

中文論文
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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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圖4F
逃生方向 電梯

消防器 消防栓 女化妝室男化妝室

平面圖
逃生門現在位置

A401 A401-1 A402 A402-1 A403 A404 A404-1

A405

A410 A410-1

A413A412A414A415A416A416-1A417A418

A411 A411-1

A406
A408

電梯

中文論文
發表

A407
中文論文
發表

A409
中文論文
發表

國 際 會 議 廳

逃生方向 電梯

消防器 消防栓 女化妝室男化妝室

逃生門現在位置

平面圖5F平面圖

A514A515 A513 A512 A510A511 A509

A508A507

A505

A501

A502
A503 A504

A506

電梯

中華民國品質學會第57屆年會
國際品質管理研討會(ISQM 2021)

理監事
中午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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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籌備委員會
大 會 主 席：楊錦洲（中華民國品質學會理事長）

ISQM 主席：盧秋玲（德明財經科技大學校長）

主 任 委 員：陳百盛（德明財經科技大學研究發展處研發長）

籌備會委員： 張文昌、陳文魁、余豐榮、呂執中、林英賢、林欽德、張志平、張哲茂、曹志毅、 
陸正平、湯玲郎、黃絹美、溫金光、蔡祥智、潘浙楠、劉黎宗、白賜清、張有成、 
鄭春生、盧瑞彥（以上為中華民國品質學會）李琇玲、歐行恬、林延璘、黃小玉（以

上為德明財經科技大學行銷管理系及企業管理系教師）

大會工作小組
總　幹　事：陳介山（中華民國品質學會秘書長）

論　文　組：林延璘（德明）、陳軒宇（德明）、鄭春生、蔡宜均

議　事　組：蔣長廷（德明）、高平驥（德明）、王勝泰（德明）、劉美玲

財　務　組：黃小玉（德明）、楊芯瑜

總　務　組：杜氏鳳（德明）、簡怡婷（德明）、張文煌

公　關　組：李琇玲（德明）、歐行恬（德明）、蔡宜均

接　待　組：謝秀貞（德明）、羅慧嫺（德明）、郭孟雅（德明）、洪沚筠

司　　　儀：朱威靜（德明）

場佈音控組：劉瑞宏（德明）、蔡宜均

攝　　　影：楊宜斌（德明）、周彥儒

國際品質管理研討會 2021 ISQM論文委員會
ISQM 主席：盧秋玲校長

主 任 委 員：陳百盛研發長

執 行 委 員：李琇玲老師、歐行恬老師、林延璘老師、黃小玉老師

評 審 委 員： 陳建佑教授、鄭春生教授、呂執中教授、劉漢容教授、張心馨教授、張立穎博士、 
侯春明總幹事

場 次 主 持： 王建智教授、王淑滿教授、任恒毅教授、何文宗教授、呂執中教授、林真如教授、 
張志平教授、張啟昌教授、陳佩雯教授、湯玲郎教授、彭鴻霖教授、羅惠瓊教授（以

上依姓氏筆畫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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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品質學會楊理事長 ( 錦洲 )、德明財經

科技大學盧校長 ( 秋玲 )、中菲行國際物流股份有限

公司邱總經理 ( 鈞榮 )、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數位轉型辦公室簡本部長 ( 維國 )、中華民國品質學

會陳秘書長 (介山 )及現場與會的各位貴賓，大家好。

很榮幸今天參與品質學會第 57 屆年會暨國際品

質管理研討會，品質學會於民國 53 年成立至今，穩

健發展持續運作 57 年。學會長期致力於推動品質發

展，並培育眾多專業人才，這些專業人才在社會各

個角落持續努力，為社會提供專業知識與技能，提

升社會整體品質，有助於經濟成長與品質技術之發展，在此謹代表經濟部表達由衷

地感謝。

本次大會主題為「數位品質與服務創新」，數位化已成為全世界產業發展的趨

勢，將數位科技應用到企業的營運流程中，使企業由原本傳統的運作模式轉變為全

新的數位運作模式，除了硬體設備的更新之外，更是企業團體整體人員的思維改革，

由內而外以系統性提升企業整體營運效率，提供客戶更優良的服務品質。

數位化應用在品質管理最基本的案例就是輔助檢測人員做產品檢驗，透過數位

化的影像辨識，收集各種產品品質瑕疵的數據，再回饋連結到生產端修改流程製造

參數，達到產品良率優化的目的。利用數位方式管理品質，改善人力品質檢驗造成

的作業疲勞，或是人員與環境不同所造成的差異影響等問題。

近年來政府推動智慧政府與數位服務，經濟部輔導服務創新，鼓勵發展新服務

商品、新經營模式、新商業應用技術等。標準檢驗局積極協助產業發展 5G 及物聯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局長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局長
連錦漳局長連錦漳局長

開幕致詞開幕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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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等前瞻領域國際趨勢。整合智慧讀表資訊及發展資安防護技術，並完善民生用表

檢測能量，提供民生用表整合性服務平臺。本局並配合國家發展需要，健全再生能

源憑證機制，建置國內綠能產業檢測驗證能量，完整我國綠電供應鏈；建立離岸風

電標準檢測驗證能力，協助產業在地化等政策。持續秉持「引領產業發展、保護消

費權益」之精神，以「標準最適化、計量準確化、檢驗優質化、商品安全化」為目標，

推動各項政策措施與工作。

今日大會聚集業界與學術界的菁英，非常期待今日服務創新專題演講及研討會

中各個論壇的專業分享，相信可以激盪出更多創新的火花。祝今日大會順利，大家

諸事順心、身體健康、事業順利！並預祝下午研討會圓滿成功。謝謝大家！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連錦漳　局長

2021 年 11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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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檢驗局連錦漳局長、德明財經科技大學校長盧秋玲

博士、中菲行國際物流公司邱鈞榮總經理、全家便利商

店簡維國本部長，各位理監事、各位貴賓、各位會友，

大家早安，大家好！

今天是中華民國品質學會第 57 屆年會暨國際品質

管理研討會。在新冠肺炎仍然還在全球漫延之際，台灣

也在五月份遭到嚴重的肆虐，而我們還能在此時舉行盛

會，誠屬不易。首先要感謝的是德明財經科技大學盧秋

玲校長，及研發長陳百盛教授，以及德明財經科大的全

體師生。德明財經科技大學的財經科系在國內外享有盛名，所招收的國際學生居私

立科大前段。德明財經科技大學承辦了如此盛大的年會及國際研討會，還提供了如

此優美的校園、親切的接待，及豐盛的節目。各位貴賓、各位會友一定會感受到德

明財經科大全體師生的熱情與誠意。此外，也要感謝許多贊助的公司及機構，在此

就不一一致謝了，本人謹代表中華民國品質學會及德明財經科技大學致上萬分的謝

意。

今年的大會主題是「數位品質與服務創新」，此主題完全符合時代的潮流，台

灣企業不論是製造業、服務業、醫療機構，甚至是政府部門，都在進行數位轉型。

台灣的服務業的產值已佔 GDP 百分之七○以上，但也面臨了國際上的激烈競爭。因

而，服務業不但要朝數位轉型發展，更不斷的推動服務創新。今年獲得學會卓越經

營品質獎三星獎的高鐵公司多年前就已進行了數位轉型，獲致優異的成果。今天的

兩位專題演講的嘉賓，所談的主題都是他們公司在數位轉型與服務創新之發展經驗。

相信在座的嘉賓及會友聽了兩位嘉賓的演講，一定會有滿滿的收穫。

自從德國發展了「工業 4.0」之後，不但進入到「第四次工業革命」之時代，更

導引許多科技工具，如 5G、雲端運算、大數據、AI、物聯網等的運用。其中，最具

代表性的是人工智慧 (AI) 的廣泛運用與數位轉型，所以我們可以聲稱如今已是「AI

大會主席開幕致詞大會主席開幕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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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中華民國品質學會一向都是走在時代的前端，多年前就已舉辦了「工業 4.0」
及「智能製造」的研討會，獲得熱烈迴響，因此更在去年 (2020) 上半年開始舉辦「AI
品質工程師認證考試」，協助企業培育 AI 時代的品管人才。學會的品質月刊近幾年

更刊登了多篇有關人工智慧、大數據、智能製造、AI 時代之品管運作等文章，今年

五月已將這些文章集結成書，出版了新書“智能製造與品質管理”一書，成為企業

發展智能製造的重要參考。

在今年年會除了頒證兩位新當選的會士，吳英志會士與林文燦會士之外，更頒

證“榮譽會士”予瑞助營造張正岳前董事長。張正岳先生擔任瑞助營造董事長期間，

經營卓越，營收突破 100 億，獲利屢創新高。近年來，瑞助營造在節能減碳護地球、

企業社會責任 (CSR)、數位創新屢獲國內外大獎。瑞助營造更是已獲本學會卓越經

營品質獎三星獎及標竿獎。除了會士與榮譽會士之頒證外，也要恭喜南華大學、台

灣三偉達醫療器材公司，獲得今年亞洲品質網絡 (ANQ) 的 ARE-QP ( 亞洲品質卓越

獎 )。還有，今年有兩家公司獲得學會的卓越經營品質獎，以及多位學者專家獲得品

質論文獎、聚陽產學應用論文獎及碩博士論文獎，在此一倂恭賀。

56 年前，李國鼎先生創立了中華民國品質學會，其目的是要引進及發展品管專

業新知與技術，協助企業導入所需的品管技術，及培育品管人才。56 年來，學會一

直致力於實現李國鼎先生的理想，擔負起發展及推廣品質管理相關專業知識、技術

及應用之責任，更為國家、社會培育許許多多的品管人才，而且還扮演產業發展的

先鋒，引進及發展產業所需之最新的品質專業與技術。身為學會的理事長，深感責

任重大，因而，藉此特別要感謝為學會奉獻的品質先進，更要感謝企業界及社會各

界的支持。最後祝大會圓滿成功、各位貴賓、各位會友身體健康、萬事如意，謝謝！

中華民國品質學會理事長

楊錦洲
2021 年 11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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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品質管理研討會 (ISQM)國際品質管理研討會 (ISQM)
主席致詞主席致詞

數位品質與服務創新數位品質與服務創新

謹代表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全體師生，熱烈歡迎各位

貴賓蒞臨本校參加「中華民國品質學會第 57 屆年會暨

2021 國際品質管理研討會 (ISQM)」。中華民國品質學

會多年來致力於品質管理理念，協助發展製造業品管技

術和服務業流程服務品質，對於產業管理技術提升和國

家競爭力發展有顯著影響。

適逢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創校 56 週年校慶，能主辦

此盛大研討會意義非凡，本校秉持著「篤信好學」之校

訓以及「品格第一，專業為先」的教育理念；並以「務

實致用之教學型大學」為自我定位，積極推動實務教學

與品格教育。另外，本校推動大四全學年企業實習，造就「入學 - 畢業 - 就業」無

縫接軌之特色，期使所培育出來的學生，擁有專業職能與就業競爭力。專業加上良

好品德與素養，本校藉此全力培養學生具備「與時俱進的創新力」、「解決問題的

實作力」、「熱愛生命的社會力」及「面對挑戰的就業力」之人才。

中華民國品質學會 57 屆年會暨國際研討會 (ISQM 2021) 移師到本校辦理，倍

感榮耀，也是一種肯定。今年的年會活動暨研討會係由本校研究發展處承辦，籌備

委員會邀請眾多各界先進與會指導交流，得以讓本次活動順利舉辦。在後疫情時代

如何以數位化思維和商業模式進行企業轉型，其中品質與創新將是兩項關鍵要素。

今年年會以「數位品質與服務創新」為主題，上午大會議程中特別安排了兩場精彩

的專題演講，分別邀中菲行國際物流 邱鈞榮總經理分享數位轉型變革，以及全家便

利商店 簡維國協理分享數位轉型實務。這兩家企業在後疫情時代之營運與創新表現

尤其卓越，值得學習。下午的議程中，共收錄 67 篇論文，大會安排了兩個時段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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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個場次的論文發表，其中包括十個中文發表場次共 56 篇論文和兩個英文發表場

次共11篇論文。此外，大會也同步安排了一個場次的卓越品質獎得獎單位經驗分享、

三個場次的產業論壇：包括「開源 AI 品質工具」、「量測與不確定度及工業 4.0」、

「服務創新經營實務」。在面對詭譎多變的產業環境下，藉此可以吸收產業卓越實

務經驗並提供先進管理技術絕佳的交流機會。希望透過本研討會互相交流和標竿學

習，帶動國內品質管理技術提升，企業轉型升級。

謹代表德明財經科技大學感謝中華民國品質學會 楊錦洲理事長與全體理監事，

讓本校有此機會由研究發展處承辦今年中華民國品質學會年會暨 2021 國際品質管理

研討會，衷心感謝各位先進蒞臨指導，還有感謝籌備委員會所有委員及工作同仁的

辛勞，以及本次熱心贊助的企業與機構，最後祝福與會貴賓身體健康、收穫滿載，

大會活動圓滿成功。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校長 
國際品質管理研討會 (ISQM) 主席

謹誌於 2021 年 11 月 6 日台北內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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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貴賓好，謹代表德明財經科技大學研究發展處，歡迎蒞臨本校參加「中華

民國品質學會第 57 屆年會曁 2021 國際品質管理研討會（ISQM）」。本處很榮幸

由中華民國品質學會楊錦洲理事長的推薦與品質學會共同舉辦此次盛大活動。年

會暨國際品質管理研討會以「數位品質與服務創新」為主題，在疫情嚴峻的 2021
年仍收錄 67 篇論文、共 12 個場次的論文發表及 3 場產學論壇，實屬不易，充分

展現學術與產學交流的熱情與信念。希望能為學術與產學合作、企業經營上注入

品質與創新的要素。在此，特別感謝德明財經科技大學盧秋玲校長的全力支持，

感謝中華民國品質學會伙伴在大會準備工作的協助與經費的支持，大會專題演講

者以及論壇主講者在百忙中憑藉對產業熱心與貢獻撥冗參加分享。感謝贊助本活

動的所有廠商，讓活動得以盛大舉辦，增添光彩。更感謝本處全體同仁和校內參

與教師數月以來不辭辛勞的籌備此次年會和研討會，方能讓年會及各項活動在疫

情年如期順利舉辦！再次感謝中華民國品質學會楊錦洲理事長、全體理監事以及

與會嘉賓，一同共襄盛舉。祝年會及國際品質管理研討會圓滿成功，與會嘉賓身

心健康、順心如意。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研究發展處 研發長

大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百盛
2021 年 11 月 6 日

大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致詞大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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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報告會務報告
110年重要會務工作報告

報告人：秘書長  陳介山

壹、會員總人數

 個人會員：1678 人；團體會員：97 家

貳、財務報告

 學會年度 ( 自 109 年 7 月 1 日至 110 年 6 月 30 日止 ) 收入 $22,626,577 元，支出

$22,403,308 元，餘絀 $223,269 元，經費收支表及資產負債表如附表 1、2。
參、專業認證

 一、110 年認證考試：因疫情關係今年辦理 2 場考試

1. 第 1 次考試：9 月 25、26 日辦理 
2. 第 2 次考試：12 月 25、26 日辦理

二、110 年第 1 次認證考試證書統計

項次 證　書　別 報名人數 合格人數 合格率

1. 品質管理師 CQM 10 3 30.0%

2. 品質工程師 CQE 144 52 36.1%

3. 品質技術師 CQT 337 178 52.8%

4. 可靠度工程師 CRE 30 9 30.0%

5. 服務業品質專業師 CSQP 32 13 40.6%

6. AI人工智慧品質工程師 AIQE 8 6 75.0%

合　　　計 561 261 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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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歷年 (69 年至 110 年 ) 認證考試證書統計 ( 詳附表 3)

項次 證　書　別 報名人數 合格人數 合格率

1. 品質顧問師 CQC 8 6 75.0%

2. 品質管理師 CQM 596 268 45.0%

3. 品質工程師 CQE 14,524 4,197 28.9%

4. 品質技術師 CQT 49,694 21,275 42.8%

5. 可靠度工程師 CRE 4,297 1,818 42.3%

6. 軟體品質工程師 CSQE 898 437 48.7%

7. 軟體測試工程師 CSTE 664 244 36.7%

8. 服務業品質專業師 CSQP 2,261 947 41.9%

9 AI人工智慧品質工程師 AIQE 19 15 78.9%

總　　　計 71,824 28,747 40.0%

肆、教育訓練、輔導與書刊

一、年度辦理專業認證相關課程品質技術師、品質工程師、可靠度工程師、品

質管理師等計 33 班 827 人次。

二、開辦品質專業課程計 55 班 517 人次。

三、開辦研討會、論壇計 7 場：

1. ISO標準統計方法的選用與 ISO 9001解釋文件研討會 (110年2月25日 )
2. ESG 領導與永續治理論壇 (110 年 4 月 8 日、11 月 18 日 )
3. AI、大數據、品質應用研討會 (110 年 4 月 26 日 )
4. 符合性評鑑、顧客滿意度國家標準草案說明會 (110 年 10 月 12 日 )
5. ( 新版 ) 計數值與計量值檢驗抽樣程序及抽樣表說明會分別於 110 年 9

月 15 日及 12 月 16 日開辦 2 場

四、機關、企業委外訓練課程：

1. 晶睿通訊股份有限公司 ( 台北 ) - 六標準差綠帶認證課程

2. 能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台南 )：
(1) 量測系統分析 (MSA) 實務

(2) 統計過程管制與製程能力分析（SPC）應用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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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問題分析與改進應用實務

(4) 基礎統計分析與 Excel & Minitab 應用結合

(5) 六標準差綠帶認證課程

3. 矽品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六標準差綠帶認證課程 
4. 金寶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品質課程：

(1) 量測系統分析 (MSA) 實務 (IATF 16949 核心工具 )。
(2) 統計過程管制與製程能力分析（SPC）應用實務 (IATF 16949 核心

工具 )。
(3) AIAG-VDA 新版 FMEA 手冊講解與文件製作實務表單填寫說明

(IATF 16949 核心工具 )。
(4) 產品品質先期規劃 (APQP) 生產件批准程序 (PPAP)(IATF 16949 核

心工具 )。
(5) 可靠度預估與環境應力篩選 (RSS & HASS)。
(6) 可靠度壽命加速試驗與分析

5. 亞東紀念醫院：ISO 14001、ISO 45001 內部稽核培訓課程 ( 講師於學

會遠距教學 )
6. 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專題演講：QIF 與國防科技數位轉型

7. 士林電機廠股份有限公司：產品加速壽命試驗實務

8. 國防部軍備局生產製造中心第 401 廠：品管圈 QCC 訓練及導入推動輔導 
9. 台灣高速鐵路股份有限公司：品質實務引導運用演練輔導 (桃園及左營 )
10. 新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量測儀器檢校實務與管理

五、書刊、月刊及學報

1. 年度發行品質月刊 12 期、品質學報 6 期。

2. 書籍再版：管制圖、經營績效管理、品管小組活動導入法、品管組織

標準化、抽樣檢驗 ( 更新版 ) 等 5 本。

3. 新書出版：智能製造的品質管理 ( 品質月刊抽印本 )。
伍、委託專案

一、執行政府研究專案：

1. 「臺北車站特定專用區交九用地開發案」及「市政府轉運站獎勵民間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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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興建營運案」暨「南港西站轉運站」績效評估。

2. 「臺北市公共自行車租賃系統建置及營運管理案」營運績效評估。

3. 「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停車場促參案」汀州院區服務品質調查計畫案。

4. 「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停車場促參案」內湖院區服務品質調查計畫案。

5. 「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美食街」服務品質調查計畫案。

6. 「臺北市計程車客運服務業（派遣車隊）服務品質評鑑計畫案」。

7. 「基隆信二停車場」服務品質調查計畫案。

8. 「野柳、龜吼及翡翠灣停車場」服務品質調查計畫案。

二、110 年度團體推動標準化活動補助專案「編擬符合性評鑑詞彙與一般原則、

顧客滿意度組織行為準則及外部爭議解決指導綱要國家標準草案建議稿」，

由標準化推行委員會林欽德主任委員指導。

陸、年會辦理狀況

一、本學會第 57 屆年會暨 2021 國際品質管理研討會 (ISQM) 於 11 月 6 日 ( 星
期六 ) 假德明財經科技大學舉辦，由楊錦洲理事長擔任大會主席，德明財

經科技大學校長盧秋玲博士為 ISQM 主席，德明財經科技大學研發長陳

百盛博士擔任籌備會主任委員，大會主題「數位品質與服務創新 (Digital 
Quality and Service Innovation)」。

二、年會大會邀請中菲行國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邱鈞榮總經理及全家便利商店

股份有限公司數位轉型辦公室簡維國本部長作專題演講，會中亦頒發會士

證書、卓越經營品質獎、聚陽產學應用論文獎、品質論文獎、博碩士論文

獎及各類品質專業人員認證考試合格證書。

三、完成論文徵稿，總計收到 67 篇論文全文，並於當日下午舉行之國際品質管

理研討會 (ISQM 2021) 中發表。同時段，除依往例由卓越經營品質獎獲獎

單位分享卓越經營實務外，亦舉辦「開源 AI 品質工具 - 統計品管及實務應

用」、「量測與不確定度及工業 4.0」、「服務創新經營實務」等 3 場論壇。

柒、國際關係與兩岸交流

一、亞洲品質網絡 (Asian Network for Quality, ANQ)
1. ANQ第 38屆春季理事會於 3月 24日由本學會辦理，進行線上視訊會議。

2. 第19屆ANQ大會於10月20、21日以線上視訊會議進行，由Singap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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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lity Institute 主 辦， 大 會 主 題 為 Relentless Pursuit of Quality in a 
VUCA World。

3. ANQ 第 39 屆春季理事會及 CEC 會議預定於 111 年春季在香港舉辦，

第 20 屆 ANQ Congress 預定於 111 年秋季在中國北京舉行。

二、全球華人品質聯盟 (WACQ)
1. 第 6 屆全球華人品質峰會將於 110 年 11 月 26 日舉行，由香港品質學會

主辦，大會主題為「智能製造跨疫境，華人品質再領航」。

2. 第 7 屆全球華人品質峰會將於 111 年 9 月由本學會主辦。

捌、第 42屆選舉辦況
�　　本學會第 41 屆會員代表及理監事、常務理監事、理事長等任期於 110 年陸

續屆滿，今年度辦理第 42 屆會員代表及理監事選舉。

一、 4 月 16 日召開第 1 次司選委員會，確認會員名冊及按會員數比例議定北北

基宜花離島地區 32 名、桃竹苗地區 22 名、中彰投雲地區 15 名、嘉南高

屏東地區 21 名、團體會員區 10 名，合計共 100 名會員代表名額。自 4 月

19 日發函通知會員開始登記參選。

二、 8 月 6 日召開第 41-11 理監事聯席會議審定會員名冊及會員代表登記候選

人名冊。自 8 月 6 日發函寄送選票並通知會員於 9 月 5 日前完成圈選寄回。

三、 9 月 9 日上午 10:30 假學會 10 樓教室召開第 3 次司選委員會辦理會員代表

選票開票作業，選出第 42 屆會員代表。

四、 10 月 12 日上午 10:00 假學會 9 樓教室召開 42 屆第 1 次會員代表大會選舉

17 位理事、5 位監事。

 第 42 屆理監事名單

 理事： 白賜清、李逸湘、林英賢、侯惠文、張有成、張志平、曹志毅、許

聰鑫、陳介山、陳文化、陳文魁、游素珍、潘浙楠、蔡祥智、鄭春生、

盧瑞彥、盧銘輝

 　　　候補理事：張錦鋒、熊仁洲、張清波

 　　　監事：呂執中、張文昌、黃絹美、楊錦洲、劉黎宗

 　　　候補監事：林欽德

五、 10 月 26 日上午 10:00 假學會 9 樓教室召開 42 屆第 1 次理監事會，會中選

出第 42 屆理事長盧瑞彥、常務理事白賜清、鄭春生，常務監事劉黎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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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中華民國品質學會自民國 53 年成立，每年都舉辦年會，今年已是 57 年了，

非常感謝在座與會嘉賓、團體會員與個人會員之支持及參與。

 　　學會會務工作繁雜，無法在此一一贅述，謹擇重要會務工作報告，會友對

任何業務所提精進意見，我們當予重視及研處，俾能促使業務創新與成長，並

能提供更佳服務。

 　　秘書處會務人員將在理監事會的指導下，圖思精進及創新發展，同時亦企

盼會友熱烈支持學會各項活動，使更能契合業界之所需，是我們來年的重點工

作，讓我們共同為學會的永續發展共同努力。

 　　最後謹祝福大家事業順利成功、諸事順吉、身體安康、心想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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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收支表
109年 7月 1日至 110年 6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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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負債表
民國 110年 6月 30日



中華民國品質學會第 57屆年會
國際品質管理研討會 (ISQM 2021)

30

歷年考取中華民國品質學會
認證考試証書統計

年  度 証書別
應考

人數

合格

人數
考取率

69 年度
品管工程師

品管技術師

100
150

43
101

43%
67%

70 年度
品管工程師

品管技術師

116
160

55
96

47.4%
60.6%

71 年度
品管工程師

品管技術師

107
250

33
171

31.0%
68.4%

72 年度
品管工程師

品管技術師

118
280

39
111

33.0%
39.6%

73 年度
品管工程師

品管技術師

81
222

44
114

54.3%
51.4%

74 年度
品管工程師

品管技術師

78
302

17
95

21.8%
31.5%

75 年度
品管工程師

品管技術師

94
276

28
89

29.8%
32.2%

76 年度
品管工程師

品管技術師

86
331

37
141

43.0%
42.6%

77 年度
品管工程師

品管技術師

118
420

43
284

36.4%
67.6%

78 年度
品管工程師

品管技術師

135
533

73
361

54.1%
67.7%

79 年度

品管工程師

品管技術師

可靠度工程師

221
666
204

89
438
160

40.3%
65.8%
78.4%

80 年度

品管工程師

品管技術師

可靠度工程師

281
788
153

138
478
46

49.1%
60.6%
30.1%

81 年度

品管工程師

品管技術師

可靠度工程師

221
841
138

126
341
40

57.0%
40.5%
29.0%

82 年度

品管工程師

品管技術師

可靠度工程師

257
803
105

115
471
76

44.7%
58.7%
72.3%

83 年度

品管工程師

品管技術師

可靠度工程師

215
627
56

51
414
14

23.7%
66.0%
25.0%

年  度 証書別
應考

人數

合格

人數
考取率

84 年度

品管工程師

品管技術師

可靠度工程師

137
698
54

53
472
21

39.4%
67.6%
38.9%

85 年度

品管工程師

品管技術師

可靠度工程師

202
1435
54

84
739
26

41.6%
51.5%
48.1%

86 年度

品管工程師

品管技術師

可靠度工程師

246
1353
170

82
671
92

33.3%
49.6%
54.1%

87 年度

品管工程師

品管技術師

可靠度工程師

299
1614
122

81
688
50

27.1%
42.6%
44.6%

88 年度

品管工程師

品管技術師

可靠度工程師

322
1641
137

93
633
68

28.9%
38.6%
49.6%

89 年度

品管工程師

品管技術師

可靠度工程師

558
1969
152

130
690
52

23.3%
35.0%
34.2%

90 年度

品質管理師

品管工程師

品管技術師

可靠度工程師

86
575

1882
122

9
140
855
56

10.5%
24.3%
45.4%
45.9%

91 年度

品質管理師

品質工程師

品質技術師

可靠度工程師

軟體品質工程師

43
460

1914
126
182

25
141
784
72

163

58.1%
30.7%
41.0%
57.1%
89.6%

92 年度

品質管理師

品質工程師

品質技術師

可靠度工程師

軟體品質工程師

服務業品質專業師

8
518

1914
187
166
221

6
114
706
66
57

140

75.0%
22.0%
36.9%
35.3%
34.3%
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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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度 証書別
應考

人數

合格

人數
考取率

93 年度

品質管理師

品質工程師

品質技術師

可靠度工程師

軟體品質工程師

服務業品質專業師

39
575
2308
227
129
260

23
148
1059
88
65
137

75.0%
25.7%
45.8%
38.8%
50.4%
52.7%

94 年度

品質管理師

品質工程師

品質技術師

可靠度工程師

軟體品質工程師

軟體測試工程師

服務業品質專業師

44
586
2295
199
97
21
167

16
155
1103
87
46
7
76

36.4%
26.5%
48.1%
43.7%
47.4%
33.3%
45.5%

95 年度

品質管理師

品質工程師

品質技術師

可靠度工程師

軟體品質工程師

軟體測試工程師

服務業品質專業師

30
655
2150
211
115
74
77

21
152
917
67
28
20
31

70%
23.2%
42.7%
31.8%
24.3%
27%

40.3%

96 年度

品質管理師

品質工程師

品質技術師

可靠度工程師

軟體品質工程師

軟體測試工程師

服務業品質專業師

32
771
2247
233
39
15
80

13
181
764
88
17
6
24

40%
22.5%
34.2%
43.6%
42.9%
42.9%
47.1%

97 年度

品質管理師

品質工程師

品質技術師

可靠度工程師

軟體品質工程師

軟體測試工程師

服務業品質專業師

35
903
2367
281
13
35
225

13
219
1087
131
7
15
114

37.1%
24.3%
45.9%
46.6%
53.8%
42.9%
50.7%

98 年度

品質管理師

品質工程師

品質技術師

可靠度工程師

軟體品質工程師

軟體測試工程師

服務業品質專業師

19
782
1815
165
6
59
308

11
238
731
65
3
27
109

57.9%
30.4%
40.3%
39.4%
50%

45.8%
35.4%

年  度 証書別
應考

人數

合格

人數
考取率

99 年度

品質管理師

品質工程師

品質技術師

可靠度工程師

軟體品質工程師

軟體測試工程師

服務業品質專業師

37
681

1896
156
34
39

207

14
172
743
42
10
15
53

37.8%
25.3%
39.2%
26.9%
29.4%
38.5%
25.6%

100 年度

品質顧問師

品質管理師

品質工程師

品質技術師

可靠度工程師

軟體品質工程師

軟體測試工程師

服務業品質專業師

3
41

579
1792
166
15
51
94

2
21

159
640
70
6

17
38

66.7%
51.2%
27.5%
35.7%
42.2%
40.0%
33.3%
40.4%

101 年度

品質顧問師

品質管理師

品質工程師

品質技術師

可靠度工程師

軟體品質工程師

軟體測試工程師

服務業品質專業師

3
8

457
1629
107
32
80
48

2
5

125
520
46
7

25
24

66.7%
62.5%
27.4%
31.9%
43.0%
21.9%
31.3%
50.0%

102 年度

品質顧問師

品質管理師

品質工程師

品質技術師

可靠度工程師

軟體品質工程師

軟體測試工程師

服務業品質專業師

2
19

402
1468
100
18
78

130

2
11

125
470
32
9

25
28

100%
57.9%
31.1%
32.0%
32.0%
50.0%
32.1%
21.5%

103 年度

品質顧問師

品質管理師

品質工程師

品質技術師

可靠度工程師

軟體品質工程師

軟體測試工程師

服務業品質專業師

0
24

386
1369
78
5

76
136

0
14
97

413
28
2

29
63

0
58.3%
25.1%
30.2%
35.9%
40.0%
38.2%
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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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度 証書別
應考

人數

合格

人數
考取率

104 年度

品質顧問師

品質管理師

品質工程師

品質技術師

可靠度工程師

軟體品質工程師

軟體測試工程師

服務業品質專業師

0
11

307
1371
58
7
78
69

0
6
99
529
29
1
31
17

0
54.5%
32.2%
38.6%
50.0%
14.3%
39.7%
24.6%

105 年度

品質顧問師

品質管理師

品質工程師

品質技術師

可靠度工程師

軟體品質工程師

軟體測試工程師

服務業品質專業師

0
12
362
1280
55
18
26
54

0
5
94
440
20
1
14
10

0
41.7%
26.0%
34.4%
36.4%
5.6%
53.8%
18.5%

106 年度

品質顧問師

品質管理師

品質工程師

品質技術師

可靠度工程師

軟體品質工程師

軟體測試工程師

服務業品質專業師

0
12
317
1164
99
20
13
21

0
9

101
506
32
15
7
4

0
75.0%
31.9%
43.5%
32.3%
75.0%
53.8%
19.0%

107 年度

品質顧問師

品質管理師

品質工程師

品質技術師

可靠度工程師

軟體品質工程師

軟體測試工程師

服務業品質專業師

0
17
343
1140
114
0
8
44

0
8
57
499
48
0
4
20

0
47.1%
16.6%
43.8%
42.1%

0
50.0%
45.5%

108 年度

品質顧問師

品質管理師

品質工程師

品質技術師

可靠度工程師

軟體品質工程師

軟體測試工程師

服務業品質專業師

0
54
429
1037
132
2
11
36

0
26
100
389
61
0
2
11

0
48.1%
23.3%
37.5%
46.2%

0
18.2%
30.6%

年  度 証書別
應考

人數

合格

人數
考取率

109 年度

品質顧問師

品質管理師

品質工程師

品質技術師

可靠度工程師

軟體品質工程師

軟體測試工程師

服務業品質專業師

AI 品質工程師

0
11

184
585
62
0
0

19
11

0
6

45
217
22
0
0
9
9

0
54.5%
24.5%
37.1%
35.5%

0
0 

47.4%
82.0%

110 年度

品質顧問師

品質管理師

品質工程師

品質技術師

可靠度工程師

軟體品質工程師

軟體測試工程師

服務業品質專業師

AI 品質工程師

0
10

144
337
30
0
0

32
8

0
3

52
178
9
0
0

13
6

0
30.0%
36.1%
52.8%
30.0%

0
0 

40.6%
75.0%

合   計

品質顧問師

品質管理師

品質工程師

品質技術師

可靠度工程師

軟體品質工程師

軟體測試工程師

服務業品質專業師

AI 品質工程師

8
596

14524
49694
4297
898
666

2261
19

6
268

4197
21275
1818
437
244
947
15

75.0%
45.0%
28.9%
42.8%
42.3%
48.7%
36.6%
41.9%
78.9%

72,963 29,207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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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屆會士
中華民國品質學會為表揚本會會員在品質理論與實務相關領域之傑出人員，經

會員代表大會及理事會通過，設立「會士」終身榮銜。至民國 110 年共計推薦通過

會士 39 位，名錄如下。

110年度會士

首 屆 會 士（100 年）

胡裕同、王治翰、白賜清、王晃三、鍾清章、

高辛陽、葉若春、張文貴、張有成、劉漢容、

陳文哲、曹志毅

第二屆會士（101 年） 房克成、盧瑞彥、盧淵源

第三屆會士（102 年） 陳寬仁、林公孚、楊錦洲

第四屆會士（103 年） 張起明、鄭春生、關季明

第五屆會士（104 年） 來新陽、劉黎宗、蔡憲唐

第六屆會士（105 年） 呂執中、黃絹美、潘浙楠

第七屆會士（106 年） 官生平、陳文魁、蘇朝墩

第八屆會士（107 年） 蘇義雄

第九屆會士（108 年） 蔡祥智、許聰鑫

第十屆會士（109 年） 陳文化、彭鴻霖、林聰明

第十一屆會士（110 年） 林文燦、吳英志、張正岳

會士 林文燦

會士 吳英志

榮譽會士 張正岳

民國 110 年 9 月推薦通過第十一屆新任會士三位，名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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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經營品質獎

本獎項為鼓勵企業組織運用「卓越經營績效模式」提升經營績效，有效提升產

品與服務品質，達到健全體質、永續經營之目的。依申獎者經營品質績效表現之卓

越程度，區分為三級，分別頒授「一星獎」、「二星獎」、「三星獎」。凡長期推

行「卓越經營績效模式」，著有成效足為標竿的組織，則予以最高品質獎之殊榮「標

竿獎」。

評獎獎別

「卓越經營品質獎」有七大評審要項，總配分為 1000 分，申獎者經評審程序，

依管理評審要項表現之績效卓越程度核計得分，依評審得分之多寡區分為四級，其

遞增層次分別為：

一、一星獎

 　　凡推行「卓越經營績效模式」，運用品質管理十項原則於七大管理評審要

項，表現優異的組織，在其七大評審要項中，經評鑑結果積分達 600 分以上且

至少有一項表現卓越，堪為典範者，可獲此獎。

二、二星獎

 　　凡推行「卓越經營績效模式」，運用品質管理十項原則於七大管理評審要

項，表現優異的組織，在其七大評審要項中，經評鑑結果積分達 700 分以上者，

且至少有二項表現卓越，堪為典範者，可獲此獎。

三、三星獎

 　　凡推行「卓越經營績效模式」，運用品質管理十項原則於七大管理評審要

項，表現優異的組織，在其七大評審要項中，經評鑑結果積分達 800 分以上且

至少有三項表現卓越，堪為典範者，可獲此獎。

四、標竿獎

 　　凡長期推行「卓越經營績效模式」，能不斷改善與創新，追求永續經營，

並於近三年卓有成效，且有實證。經實地評審合格，各管理評審要項全面性表

現卓越，累積評分達 900 分以上者，足為標竿的組織，本學會頒予「標竿獎」，

為本學會最高等級品質獎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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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經營品質獎

三  星  獎
企業類

台灣高速鐵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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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優點
台灣高速鐵路股份有限公司 ( 台灣高鐵 ) 成立於 1998 年，在 2007 年開始試

營運，秉持提供旅客安全、快速的運輸服務為最高原則，營運路線達 350 公里共

設 12 個車站，在 2020 年旅運量已經突破 6 億人次，目前是台灣西部走廊最主要的

交通網。台灣高鐵以「成為引領進步、創造美好的生活平台」為願景，以專業運輸

(Transportation)、創新科技 (Technology)、深根在地 (Taiwan) 以及永續關懷 (Touch)
之 4T 作為策略主軸，以創造美好價值。

台灣高鐵在公司治理評鑑、評量認證、台灣永續指數、創新科技皆獲得良好

成績，績效方面準點率達 99.7%、TGo 會員數 160 萬、在地化供應財務採購超過

78%，在本土化維修物料採購占比超過 30%、永續關懷弱勢團體，公司治理成效良

好。在追求卓越經營品質上，台灣高鐵針對營運不斷創新，如：推出搭高鐵遊台灣、

高鐵假期活動，與旅遊飯店業結合，增加離峰時刻營運，創造美好生活平台。創立

T Go 忠實顧客 mileage program 精準行銷，此外購票多元便利、列車車站設施服務

等，以顧客角度思考，近三年整體滿意度達 97%。

1. 在領導方面，台灣高鐵由願景出發，開展「4T–Technology、Transportation、
Taiwan、Touch」永續策略主軸，回應聯合國永續發展 SDGs 之 8 項目標執行成

效良好。高鐵內部成立公司治理推動委員會分設三個小組推動公司治理工作，自

2016 年上市後因為推動成效良好已連續四年獲得證交所公司治理評鑒上市公司排

名前 5% 之佳績。

2. 策略規劃與創新方面，依據公司 4T 策略主軸訂定部門中長期業務策略規劃書，

展開重大業務計畫，訂立 71 項品質主要績效指標 (QKPI)，確保策略的有效執行

確實達成，從經營環境、營運、財務、危害事件、公司治理及社會等面向兼顧風

險管理，訂定對應措施有效管控相關風險。在創新上重視智慧財產至今已獲得 53
件專利，其中發明專利共有 17 件，另尚有 8 件專利審核中。 

3. 在顧客與市場方面，推出「數位客服」服務，引進數據分析、自然語音與文字處

理、機器學習等技術，提供旅客 24 小時全年無休的常用問題諮詢及個人化申請

與查詢服務。為提供旅客更便捷的搭乘體驗，推動各項便利的購票方式，包括便

利商店購票、T Express 行動購票、悠遊聯名卡搭乘自由席，有效節省旅客購票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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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而提高顧客滿意度。

4. 在資源管理方面，台灣高鐵在食衣住行給予完善的員工生活照料，提供員工兼顧

工作與家庭生活的友善職場與工作環境。除了台灣高鐵員工起薪優於台灣基本薪

資外，同時要求外包商提供優於基本薪資的勞動契約以保障員工權益，藉此提高

雇用員工的素質也提升服務品質。

5. 在營運管理方面，台灣高鐵非常重視行車安全，設置安全委員會對影響行車安全

三大因素包括天然因素、人為因素、設備異常等因素訂定各類預防措施，近三年

行車安全無旅客受傷成果良好。各業務單位定期追蹤計畫執行狀況並適時檢討修

正，高階主管持續監督年度目標達成狀況。台灣高鐵營運至今每日運量平均為

15.7 萬人次， 2020 年列車準點率達 99.78 %，平均延誤時間約 0.13 分鐘，均達

到國際水準。

6. 在資訊與知識管理方面，訂定資訊安全管理手冊建立包括「機密性」、「完整性」、

「可用性」及「法律遵循性」等資訊安全管理目標。為降低自然災害造成事故，

台灣高鐵在列車營運沿線設置「天然災害告警系統」，包括強風、豪雨、地震、

異物入侵、邊坡滑動等偵測設施，並透過「列車自動控制系統」即時傳送簡訊至

列車及行控中心，確保行車安全有效防範異常事故的發生。

 　　在經營績效成果方面，自上市起連續四年獲得證交所公司治理評鑒上市公司

排名前 5%。獲得中華信評調升信評等級至最高等級之 twAAA，相當於國家等級。

持續榮獲納入「台灣永續指數」成份股，於 2020/12/21 至 2021/6/20 之期間得使

用「台灣永續指數專屬標章」印證，台灣高鐵實踐永續發展獲得肯定。高鐵重視

交通安全與行車服務品質，近三年行車服務成效，如百萬旅次的旅客受傷人數均

為零、行車服務五分鐘準點率均高於 99.5 %、整體服務滿意度均高於 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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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台灣高速鐵路股份有限公司簡介

台灣高速鐵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簡稱台灣高鐵 ) 自 2007 年通車營運以來，秉持提供旅客安全、

快速的運輸為最高原則，超過 14 年之深耕努力，已成為台灣西部走廊主要交通骨幹，以專業運輸

(Transportation)、創新科技 (Technology)、深耕在地 (Taiwan) 以及永續關懷 (Touch) 策略，發揮長程

高速運輸功能縮短南北交通時間，連接城市間生活。台灣高鐵全線共設置南港、台北、板橋、桃園、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雲林、嘉義、台南及左營 12 個車站，為旅客提供便捷的城際運送服務，

持續透過產品服務規劃、促銷活動推廣，並不斷強化購票便利性，持續提升旅客服務，沿線車站通

車里程碑如下：

台灣高鐵現役 700T 列車共 34 組，最高運轉時速可達 300 公里。每組列車有 12 節車廂 (11 節標

準車廂及 1 節商務車廂 )，共 989 座位數。營運路線總長 350 公里，行經西部廊帶 11 個縣市、76 個

鄉鎮市區，從南到北共設置 12 個車站及 5 個維修基地，藉由完善高鐵脈絡，讓更多人能參與台灣一

日生活圈，為更多旅客扮演著「在地美好生活的連結者」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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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高鐵成立以來，以「落實誠信經營、強化公司治理、善盡企業社會責任」為最高經營原

則，並以成為「引領進步、創造美好的生活平台」為願景，不僅於軌道運輸領域提供安全、快速、

準點的運輸服務，並透過產業合作、結盟，提升軌道專業實力，同時也在生活服務領域，結合優

勢科技、在地文化、環境保護，提供民眾優質且全面的體驗。經由全面品質管理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TQM) 全員參與下，使得企業制度與組織文化的發展逐步完善，不論在營運績效、公司

治理、企業社會責任各方面，已逐漸獲得外界認同與肯定，期望未來能透過不斷健全公司治理，持

續追求卓越經營績效。

貳、品質經營概況

一、領導

台灣高鐵成立至今始終秉持「紀律、正直、效率、創新、明理」核心價值，「真實、進步、熱情、

質感」品牌特質，並貫徹「Go Extra Mile 有心，把事情做得更好」的企業文化，持續精進服務品質

與績效，積極回應外部挑戰、訴求，與利害關係人長期關心 / 監督，屢創佳績。

公司領導者期盼全體同仁戮力同心，以「引領進步、開創新局」核心思維與「誠信經營、強化

公司治理、善盡企業社會責任」經營承諾，持續打造台灣高鐵成為追求創新與優質表現的幸福企業。

台灣高鐵 2020 年公司治理評鑑結果排名再度蟬聯前 5%，及入選「臺灣永續指數」成分股，繼 2018
年納入「富時社會責任新興市場指數」、「公司治理 100 指數」成分股，及榮獲《天下雜誌》「天

下企業公民獎」後，於企業永續發展方面再度深獲投資人及社會大眾肯定。

(一 ) 經營理念、願景及政策
台灣高鐵的願景與使命是成為『引領進步、創造美好的生活平台』，我們承諾在旅程中

的每個環節，提供便捷、舒適、及貼心的服務，帶給顧客愉悅的體驗。擬定「永續策略藍圖」：

專業運輸 (Transportation)、創新科技 (Technology)、深耕在地 (Taiwan) 及永續關懷 (Touch)，
作為經營策略，據以發展執行計畫逐年落實與實踐願景。

公司最高領導者為實現承諾與目標，訂立了風險管理、安全衛生、公司品質、人權、供

應鏈管理、資訊安全、保護電腦軟體智慧財產權、環境與形態管理 9 項政策，並公佈全體同

仁實行。

(二 ) 領導承諾與作為
1. 方針管理—策略展開，化為行動

 各部門遵循公司願景、經營理念與策略，訂定年度工作計畫，確實完成工作目標。

2. 日常管理—落實 SOP 的營運流程

 透過 ISO9001 品質稽核架構及定期自我檢驗之內部控制制度，落實標準作業程序，維持工

作品質一致，達到工作要求。

3. 專案管理—跨組織委員會，橫向組織規劃改善

 除確立垂直組織功能外，為促進組織橫向聯結，以因應多元化業務，本公司亦建立多個跨

部門矩陣式組織，以適當調整人力資源，讓組織更具彈性，發揮功能。

4. 持續改善—確認經營方針在組織中展開並有效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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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高階管理會議、品質管理審查會等會議，定期檢討公司運作狀況之適切性與有效性，

審查是否達成既定之政策目標，持續改進修正公司策略與方針，提升整體效益。

5. 員工發展

(1) 建立績效管理制度，透過績效管理有效完成個人績效目標，進而達成公司營運策略並

提升營運績效。

(2) 以「幸福企業」為目標，建立人性化的管理模式，重視員工身心健康發展。

(3) 台灣高鐵透過人才培育與發展為公司打造永續經營的基石。訓練包括新進同仁核心職

能及專業職能的養成。

(三 ) 社會責任
台灣高鐵力求在安全且高品質的運輸服務上實踐永續，在持續優化的商業模式中創造價

值，以追求長期利益與永續經營，建立在地發展的永續動能；營運產生的外部效益體現於：

(1) 經濟面：我們縮短南北交通時間，增進時間成本效益，同時提升土地利用價值，亦透過營

運活動與服務，培植本土軌道產業開發能力，推動在地與整體經濟發展。

(2) 社會面：我們提供高安全性交通工具，降低交通意外所產生的社會支出，並拉近人與人之

間的距離。

(3) 環境面：台灣高鐵運具具有低碳、低污染、高效率等特性，且藉由結合綠建築降低車站公

共空間的環境影響。

(四 ) 風險管理
台灣高鐵風險歸納為營運安全風險、資訊安全風險、財務風險及環境風險等四個主要類

別，公司依此訂定風險管理相關指標、成立風險管理組織及權責、建立相關流程程序等管理

策略及因應措施，以確保有效管理各類風險。「風險管理政策」為風險管理的最高指導原則，

三大方向為：

(1) 公司之經營管理應具備風險意識，並依經營及營運活動進行主要風險類別之定義。

(2) 針對主要風險類別應建立辨識、評估、監督、控管及應變機制，並訂定衡量標準。

(3) 各風險類別之管理權責單位依其業務範疇及規模，應分別訂定適當之風險管理制度，並持

續檢視及確保各業務執行單位推動時，確實能有效管理其所承擔之各類風險。

二、策略規劃與創新

(一 ) 策略制定
台灣高鐵不但與時間競速，更與時代並進，以「4T」作為指引，訂立目標，全面且深度

地開展執行計畫。我們期望與社會大眾攜手共創更迅捷美好的未來，以逐步落實願景。

永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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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策略展開與目標設定
1. 中長期策略規劃與目標

 台灣高鐵各部門依據核定之台灣高鐵中長期策略，依據公司 4T 策略主軸編製部門中長期業

務策略規劃書，展開重大業務計畫、並訂立 KPI。
2. 品質主要績效指標

 依據公司「品質政策」以及「安全、可靠、效率、顧客滿意」之品質目標，展開部門之品

質主要績效指標 (QKPI)，透過每季追蹤執行情形，確實檢討、改進未達目標之相關作業，

以達持續改進與達成公司品質目標之要求。

3. 各管理系統主要績效指標

 公司以 ISO 9001 品質管理系統要求為基礎，逐步展開職業安全衛生、資訊安全、環境管理

等系統之建置與驗證，並依各管理系統之要求，訂立相對應之績效指標，定期檢討與持續

改進。各部門之 QKPI 除了每季於品質代表會審視檢討外，亦於每年由總經理主持各一級

主管與會之年度品質管理審查會議中檢討確認。

(三 ) 創新與改善
1. 創造台灣新典範價值

 台灣高鐵從興建到營運服務都是進行新經驗模式，是典範的創造者也是領航者。高鐵計畫

是全世界單一工程規模最大的BOT案，也是全世界高鐵唯一的BOT案；高鐵施工品質良好，

新竹站在 2002 年第 8 屆國際建築雙年展獲好評，高架橋樑長達 157 公里，在 2005 年獲得

英國營建 (BCIA) 大獎；彰化站 2016 年獲紐約 Architizer 主辦之第四屆「A+」國際建築獎

車站類組全球網路票選第一名；雲林站、彰化站獲內政部核發黃金級綠建築標章，苗栗站

更榮獲內政部核發鑽石級綠建築標章。

2. 以策略規劃引領創新科技之應用

(1) 「高鐵採購網」啟用

 環視現在市場上的類似系統，多只作到線上投標，「高鐵採購網」更進一步將高鐵各

項採購案件之招、投、審、決作業均作到電子化，提升辦理效率，亦可減少供應商投

標成本，提高供應商投標意願，達到擴大商源目的，為公司及股東創造更大效益。遇

特殊事故，更能去中心化，分散辦理相關審標作業，不影響本公司採購業務進行。

(2) 協助國內軌道產業、發展本土技術能量

 配合政府推動「前瞻基礎建設計畫」，與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聯合打造國內首座本土

研發成功的「高鐵列調度機關車」合作案，順利推動「國車國造」，更與本土廠商聯

手促成新一代智慧型「高鐵旅客資訊系統」的誕生。

(3) 開發智慧維修平台

 增進現場單位進行設備劣化分析及維修作業之效率，以達成預測性維修為目標。

(4) 產學合作自主開發，建立自主維修能量

 提升自主維修能力，透過海外鐵道機構的顧問與技術學習及國內產研開發合作，加強

維修技術與人才的培育，提高物料在地化供應商源開發。我們持續與國內重要學術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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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單位合作，開發相關物料與設備，包括：軌道智能化巡檢機車、柴液型調度機關車

製造、列車避雷器測試系統、列車整合式馬達感測裝置測試系統等。

(5) 將科技實際應用於高鐵設施檢查維護及防救災勘查

 透過分析，檢視設備設施之妥善性及改善之依據，以確保營運安全，如：應用無人機

(UAV) 辦理鋼橋專業檢查、結合雲端攝影、智慧分析、安全及高靈敏性等優勢，除減

少大量人力及設備機具使用、提高檢查效率及降低成本外，亦降低檢查人員安全風險

以及對高鐵營運之可能衝擊；隧道掃瞄檢查：採用光達掃描技術，進行隧道異狀數位

化調查記錄及於異狀較嚴重區域辦理詳細檢測，探討異狀發生成因，提出整體安全性

評估，擬定後續維護補強對策。

(6) 高鐵 i-Taiwan Wi-Fi 智慧應用服務

 於 2017 年全力配合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全力推動之「i-Taiwan Wi-Fi 公共區域免費

無線上網」服務計畫，讓旅客在高鐵各車站或搭乘列車時，可以手機、平板或筆電等

行動通訊設備，即可免費使用 iTaiwan 提供之網路服務。

3. 鼓勵員工自發性創新

 為發揮品質持續改善與全員參與的原則與精神，台灣高鐵推行員工提案改善制度，與品管

圈活動，以期激發同仁潛能、運用智慧，提高生產效率、服務品質、工作士氣、並降低營

運成本，以達成公司安全、可靠、效率與顧客滿意之目標，並提昇公司優質之品質文化及

企業文化。

4. 確保資訊安全，守護科技創新成果

 台灣高鐵在資訊科技創新推展上的付出與努力，不但榮獲「第 6 屆國家產業創新獎－績優

企業」的肯定，我們更透過全面汰換具有資通安全疑慮的通訊設備，確保公司各項設備均

未暴露於資安風險，期以資訊安全之強化，守護科技創新的累積成果。

5. 與藝術不期而遇

 2018年5月，台灣高鐵與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合作，啟動「台灣高鐵藝術元年」，透過滲透、

擴散及內化三階段，帶給高鐵旅客及員工優質藝術體驗。

(四 ) 管理工具 /方法之應用
1. 策略規劃：運用 SWOT 分析，訂定策略方向。

2. 風險為基礎的思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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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依過程導向，建立標準化作業。

4. 維修過程改善的方法工具。

5. 依據國際標準建置系統，進行標竿學習與績效管理。

6. 建立制度，鼓勵創新。

7. 產學合作：與學校簽訂合作備忘錄，藉由交流、專案合作及研討會等方式深耕技術。

三、顧客與市場

台灣高鐵為使公司所執行的重大主題相關政策能夠滿足旅客、社區居民、媒體、員工、股東與

投資人、合作夥伴 ( 含非政府組織與學校 )、供應與承包商、政府與主管機關等利害關係人的需要，

特別於高鐵企業網站 (https://www.thsrc.com.tw/corp) 設置「台灣高鐵企業永續議題問卷調查」以分

析其關注考量面向。每年定期發行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並於公司網頁建置溝通管道與所有關心台灣

高鐵的朋友們持續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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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高鐵除經營高速鐵路客運服務外，同時也創造了商業空間租賃 ( 如便利商店、餐飲、服務櫃

檯等 )、車站附設停車場、媒體銷售 ( 如：燈箱、柱面、牆面、商品展覽、彩繪列車等 )、零售事業、

推車販售等附加價值。

(一 ) 顧客與市場之了解
1. 顧客市場與市場區隔

(1) 便利進步的購票方式‧提供便捷的搭乘體驗

 根據統計 70% 以上的旅客選擇以非現金的方式購買高鐵車票，旅客可透過車站售票窗

口、車站自動售票機、網路、旅行社 (14 家 )、便利商店 ( 超過 12,000 家門市 )、手機

T Express App訂票、付款、取票等；針對自由座，也提供了車站窗口、車站自動售票機、

定期票、回數票、悠遊聯名卡及一卡通聯名卡等電子票證直接搭車等服務。T Express
手機購票 APP 設計，於 2018 年 7 月獲得德國「紅點設計獎－傳達設計獎」，以其優

秀兼具實用的設計，獲頒「紅點標誌」。

 另為使購買敬老、愛心票之旅客亦能享有於自動售票機及 T Express 購取票的便利服

務，本公司已於 2019 年 3 月啟用敬老、愛心票購票登錄與即時查驗機制，旅客只要先

至車站臨櫃購買法優票後，即可於次年度年底前直接使用 T Express 購取票，或訂位後

選擇至自動售票機取票，以提升票務服務品質。

(2) 搭高鐵‧遊台灣

 為有效提高空位利用率，利用「移峰填谷」方法催生了「高鐵假期」套裝旅遊行程與

指定車次專屬優惠專案等產品。

 透過蒐集市場資訊、高鐵會員特性、業務代表客戶拜訪、以及合作票務經銷商等管道，

瞭解高鐵旅客搭乘特性、整體及旅遊市場變化與趨勢，作為產品規劃、通路強化與廣

告宣傳等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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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旅客的需要與期望

(1) 建構數位服務平台‧快速獲得資訊

 「台灣高鐵 App」多功能旅程服務於 2017 年 10 月 25 日推出，2018 年 5 月 8 日於日

本福岡「第 16 屆智慧運輸系統論壇 16th ITS Asia Pacific Forum」獲選發表服務創新內

容，至 2021 年 4 月累計下載量達 105 萬人次。

(2) 隨時隨地 看見台灣美好

 2015 年 8 月推出《TLife App》，提供線上下載 PDF 可攜式文件格式之閱讀服務；更

於2017年10月改版為雙向式《TLife App》，全新介面讓讀者易於閱讀，不僅可依期數、

地區、主題、英 / 日語加以查詢，喜歡的美食、旅遊等文章也可以收藏或者分享給家人

朋友，讓旅客隨時隨地都能閱讀台灣在地美好，進而觸發旅遊行動，真實接觸台灣。

(二 ) 顧客與市場開發
1. 「高鐵會員 TGo」邁向大數據貼心服務時代

 台灣高鐵自 2017/10/26 起，啟用「高鐵會員 TGo」之個人會員服務，發展顧客關係管理

(CRM) 會員直效行銷機制，將可從過往「以旅次為單位」的行銷操作，提升至「以人為單

位」的行銷操作；自 2020/7/29 起，「點數 365」兌換平台正式上線，TGo 會員可透過網站

或 App 體驗相關服務，如進行點數抵兌、購買優惠車票、查詢專屬優惠等，快速又便利！

透過「高鐵會員 TGo」之會員服務，更能充分掌握顧客消費行為資訊，並進一步結合大數

據資料探勘，讓台灣高鐵更了解顧客，不斷精進，使顧客感受到台灣高鐵的貼心服務。

2. 回應顧客與市場

(1) 觸及各個角落‧了解台灣美好

 依據客群特性，開發多樣化的旅遊產品或優惠專案，滿足不同客群市場的旅客需求。

此外，依季節性、節慶活動、話題時事推出專案主題，提升高鐵旅遊產品集客力與銷

售效能，打造高鐵旅遊品牌形象。持續深耕「搭高鐵 ‧ 遊台灣」之旅遊品牌，推動高

鐵假期、聯套票、團票、海外產品等，達到整合銷售與擴大集客之效果。

(2) 未來挑戰與展望

 台灣高鐵要將用了 14 年使用大型主機架構的現行訂位系統，未來升級為採用私有雲及

微服務部署的全新訂位系統，以因應市場變動，同時希望藉此提升自主維運能力，滿

足彈性、多樣化的產品規畫及開發需求。為達此目標，高鐵公司要先推動 IT 基礎建設

及技術革新。

(三 ) 顧客關係與滿意
1. 管理顧客抱怨與滿意度

(1) 推出「數位客服」服務

 台灣高鐵數位服務再升級！高鐵公司宣布，為提升服務效率與品質，2020/12/26 起推

出「數位客服」服務，引進數據分析整理、自然語音與文字處理、機器學習等技術，

建置之「數位客服」系統，提供旅客 24 小時、全年無休的常用問題諮詢及個人化服務

申請與查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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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營合作夥伴與策略聯盟

 洞悉並理解國家政策發展方向，掌握未來環境對旅遊產品之需求，並及時有效率作組

織變革與調整，規劃一系列超前部屬方案。透過經銷商每月例會、特定議題、辦理感

恩餐會等活動，並藉由親訪、電話、電子郵件等管道溝通協調，維持與合作夥伴及策

略聯盟間相互理解及標竿學習。

2. 顧客關係與滿意

 年度執行顧客滿意度調查，滿意度調查結果應與平日常見之顧客意見相互參照，以歸納出

下一年度之待改善事項，並由業務權責單位提出精進執行計劃，顧客關係部將列管追蹤以

持續提升服務品質。

四、資源管理

(一 ) 人力資源管理
1. 績效管理制度

 已建立完善之績效管理制度，透過績效管理有效完成個人績效目標，進而達成公司營運策

略並提升營運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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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員工關係與關懷

 以「幸福企業」為目標，建立人性化的管理模式，重視員工身心健康發展，除內置專業心

理師提供員工諮商輔導服務外，並與外部員工協助方案 (EAP,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
機構合作，以提供全線 19 個場站，24 小時全天候不中斷之員工關懷資源。公司亦提供包括

團膳、遷調補助、交通接駁、制服清洗、夜間執勤人員夜點與早餐服務等各項工作協助，

另提供員工乘車優待、社團活動、運動休閒設施、健身房與職工福利等，希望讓同仁都能

安心工作、樂於工作、健康生活，提供一個能兼顧家庭生活的友善職場與工作環境。

3. 教育訓練

 依最高經營原則，創建良好選、用、育、留人資循環。人才是高鐵為最重要的資源，藉由

充分而精實的教育訓練使各種不同職務的人員都具備其工作所需的知識、經驗與能力。此

外，為發展人才，針對專業人員，規劃有職涯發展路徑與交流歷練機制，鼓勵同仁歷練不

同職務，以培養多功職能，增進跨領域職務的橫向溝通。

4. 教育訓練機制

 在人才培育發展上，高鐵公司近三年訓練，年訓練人次達 10 萬人次、每人每年平均訓練時

數超過 100 小時，每年維持約 4,000 張營運維修專業證照，希望透過人員訓練及發展制度，

協助員工在符合組織需求及兼顧個人工作職涯前提下與公司共同成長。

5. 品管訓練

 在品管訓練上積極針對企業員工進行內部品質管理訓練，也安排指定部門接受外部訓練，

借以提升全體員工認同度及部門品管專業度，更能提升公司整體競爭力，追求更高的安全、

可靠及效率來提升顧客滿意度。

(二 ) 財力、技術與智財資源管理
1. 投資人才培育與產學合作

(1) 專業技術人員能力的國際認證。

(2) 軌道國內及海外非破壞檢測暨養護維修技術訓練。

(3) 各專業系統辦理維修技能競賽。

(4) 在地產學合作。

(5) 維修訓練設施建置。

2. 智慧財產盤點管理

 制訂與營運策略連結之智慧財產管理計畫，透過確立政策目標、建置管理制度、資源提供

與維護、評估風險機會以及持續改善機制等五大構面的落實，推動本土化開發智慧財產，

並透過分享智財成果以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3. 新技術資源管理

 自興建期以來原廠提供之核心機電系統技術資料皆妥善分類保存於本公司「電子文件管理

系統 (EDMS)」，以供授權人員隨時查閱。

4. 財務帳務管理

 相關財務業務悉依財務相關管理規章辦理，依權責由財會人員及權責主管執行決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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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運用 ERP 系統，搜集相關資料經分析後轉為有利經理人決策之營運管理資訊，以確保降

低營運風險。

(三 ) 基礎設施管理與工作環境管理
1. 基礎設施管理

(1) 土建設施工程管理

 由於高鐵於規劃設計階段考量設施設備之複雜性、技術性，安全性及經濟性，引進自

動化與資訊化技術，除可有效降低營運成本及提升營運效率外，維持設施設備之穩定

性，更進而確保高鐵營運之安全，主要管理措施如下：

(A) 導入 BIM 資訊。

(B) 設施智慧化。

(C) 建立維護管理系統。

(D) 其餘工程管理。

(2) 能資源使用效率

 台灣高鐵自 2013 年即配合政府推動再生能源政策；除支持再生能源外，「節能專案小

組」於場站中之維修基地持續推動四大節能方案，並執行多項節能措施，即使每年旅

運人次持續成長，平均服務每名旅客之用電度數仍逐年降低，節電成效卓著。

(3) 資訊系統管理

 本公司依國際標準資訊技術基礎架構庫 ITIL(Information Technical Infrastructure 
Library) 及 IT 服務管理標準 ITSM(IT Service Managemen) 發展本公司資訊系統維運服

務管理標準，每年檢視調整執行品質績效指標 (QKPI)，以達持續改善之管理。

2. 工作環境管理

(1)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A) 在規劃職業安全衛生管理時，考慮公司及其前後環節之瞭解及議題、工作者及其他

各利害相關者之需求與期望、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範圍所提及要求事項，並決定

需加以處理的風險與機會。

(B) 所有決策與行動均以安全為最高指導原則。確保旅客、工作者及其他公眾之安全與

健康，維持主動積極的安全衛生管理並承諾恪遵法令、規章與程序，持續提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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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有效降低職業災害發生，以達成零職災目標。

(2) 車站與基地設施維護管理

 維護場站符合旅客搭車候車舒適度，照明與電梯等設施妥善與安全性。提供維修員工

作業環境符合作業需求之環境設施要求。

五、營運管理

(一 ) 營運規劃與管制
台灣高鐵於 2020 年邁入營運第 13 年，經營迄今維持零營運責任事故，2020 年列車準點

率達 99.78％，且平均延誤時間僅約 0.13 分鐘，在高鐵業界已具備國際級水準表現。我們每

日平均運量接近 15 萬 7 千人次，肩負著確保每位乘客安全與提供高品質旅運的責任，所有決

策與行動均以安全為最高指導原則。並透過 PDCA 滾動式檢討營運成果，訂定最佳營運計畫。

1. 營業管理

 台灣高鐵持續適時調整運能供給，依據客群特性開發多元化的產品、服務與優惠專案，滿

足不同客群市場的旅客需求；針對附屬事業，檢視各站商業空間，持續引進具話題及營收

力之商店品牌；停車場引進智慧化車位在席系統，並持續更新設備、增加多元支付方式；

創意運用車站與列車內廣告版面，強化高鐵媒體之獨特性，擴大市場區隔，並藉由高鐵自

媒體之流量，開創廣告銷售商機；同時持續開發本土製造、商機與話題兼具之跨界合作聯

名商品、建置智能化自動販賣機、佈局數位與實體等多元行銷通路等，以擴大非票箱營收

佔比。

2. 行車計畫作業

 本項作業係依據運輸需求、列車數量、運轉限制等條件，透過「維修管理資訊系統」安排

700T 列車行車路徑、停站方式、列車接續及駐車地點等列車運行相關事宜。

3. 運務管理

 為建立、實施、維持並持續改進運務品質管理系統，針對行控管理、站務管理、車務管理

所需要之過程及其交互作用，針對相關業務執行項目，分析風險與機會、建置所需資源、

制定管理手冊、設定績效成果、設定績效成果 (QKPI)，並強化管理，以提供穩定、準點、

舒適之旅客運送服務，提升服務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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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維修管理

 以 4T 為策略主軸以專案計畫管理方法進行效益評估、成本與執行時程管控。維修規劃目標

主要為維持系統穩定以期達成品質目標安全、可靠、效率、顧客滿意等構面之品質指標。

5. 營運安全

 致力於建構以風險管理為骨幹之營運安全管理機制，妥善運用國際認同之風險評估與安全

管理方法，實施風險預防且全員參與，各個環節都必須依照作業程序以確保營運安全，維

持優質安全文化。

(1) 營運安全計畫

 為台灣高鐵最高位階之安全政策，其內包含 12 項安全管理要素。透過 P-D-C-A 循環

原理，將鐵路維修、高鐵運行系統及相關新業務開發或執行等營運業務整合，以有效

達成高鐵安全至上之目標。

(2) 專責的安全管理架構

 為提供安全優先的營運環境，我們設置 3 個層級的安全委員會，除以最縝密的態度規

劃安全政策外，藉由各層級安全委員會擬定策略與監督執行，使每位員工了解並貫徹

公司安全規範。

(3) 安全管理系統

 依據國內及國際間最佳範例與標準，建構以風險管理為骨幹之安全管理系統，用以辨

識及控管高速鐵路系統以及其從業人員作業可能產生之風險。

(4) 行車安全與災害預防及應變

 依照各災害類別規劃各項整體性防範及應變措施，並啟動緊急應變流程應對實際災害

事件，透過與相關內部、外部單位合作採取各項矯正行動及恢復運轉作業。

天然因素 地震、颱風、豪雨、邊坡滑動、落石等

人為因素 破壞設備、縱火、爆裂物、暴力攻擊、挾持等

設備異常 號誌系統故障、道岔故障、列車轉向架故障、電力線垂落等

影響高鐵行車安全之災害類別主要分為以下三大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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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防災安全訓練

 台灣高鐵除根據上述三類危險因素規劃整體性防範及應變措施，每年亦擬定演訓練計

畫，進行各類假定情境之定期及無預警演練，讓各層級同仁均熟悉各種緊急狀況之應

變程序。我們持續參考國內、外各種鐵道事件案例經驗與行政院災防會核定之「台灣

高速鐵路整體防救災應變計畫」，偕同各地外援單位規劃與推動各種災防訓練、救援

演練，以熟悉聯合指揮應變作業機制，並增進現場搶救與防範能力。

(6) 安全至上的全天候監控

 為了守護高鐵的站體及路線安全，除了規劃嚴謹的風險管理，本公司亦透過位於桃園

運務大樓的自動化電腦行控中心，做為整體系統之指揮樞紐，包含路線控制、號誌及

安全連鎖、電力控制、通信、資料傳輸或監控警報等設備。透過全天候即時監控，掌

握全線運轉與夜間維修狀況，同時也與車站控制室、基地控制室與緊急外援單位保持

密切聯繫，落實運輸安全。

(7) 保全政策與訓練

 為提供顧客與高鐵站務人員高度安全的乘車與工作環境，台灣高鐵委託專業保全公司

對其保全人員進行專業訓練與培訓，並制訂保全政策規範保全人員執勤範疇，如維持

車站與車廂秩序、確保旅客人身安全、維護列車運行安全等。

6. 安全且具品質的服務

提供安全且有品質的服務是台灣高鐵重要的使命。我們品質政策的推動由上至下貫穿全公

司，從總經理擔任主席的品質管理委員會擴及全體員工，讓品質內化至公司的DNA中。

(1) 安全與品質兼顧的管理系統

 台灣高鐵品質管理系統建構在 ISO 9001 品質管理系統要求之基礎上，並透過定期會議

確保品質政策的落實。

 品質審查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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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資訊安全管理系統

 以 PDCA 循環制訂資訊文件標準化及審查作業辦法，作為各資訊文件之標準化格式及審核

流程，及為資訊管理內控自檢作業及內外部稽核活動之佐證參考。

3. 職業安全衛生系統

(1) 依職業安全衛生法令及本公司之特性及需要，建立本公司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建

構本公司的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之規劃及運作。

(2) 參照勞動部「國家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指引」及「CNS 45001：2018 職業安全衛

生管理系統」，建立並落實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3) 於 2017 年 7 月順利通過英商勞氏檢驗股份有限公司 (LRQA) 評審，完成台灣職業安

全衛生管理系統（TOSHMS）CNS 15506 及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國際認證 OHSAS 

(2) 品質精進方向與檢視

 台灣高鐵自 2008 年起於內部宣導並建立量化之品質主要績效指標（QKPI），以持續

改進各項作業。我們每季追蹤執行情形，並針對未達目標之相關作業進行檢討與改進，

以確保高鐵營運在旅客安全、可靠、效率及顧客滿意度等四大類別績效之達成。

(二 ) 供應鏈與外包管理
1. 成立採購專責單位

2. 頒訂完整規章辦法

3. 建立完備供應鏈管理制度

(三 ) 整體品質管理系統
1. 品質管理系統

 台灣高鐵品質管理系統建構在 ISO 9001 品質管理系統要求之基礎上，公司品質管理委員會

負責 QMS 管理審查及決定改善事務及指派相關單位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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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1 之雙驗證，並於 2020 年 6 月通過英國標準協會 (BSI) 評審，完成（TOSHMS）
CNS 45001 及 ISO 45001 之轉版驗證並獲頒證書。

4. 環境管理系統

 依照 ISO 14001：2015 國際標準，以“P-D-C-A”管理循環之動態管理模式。此系統協助

本公司建立環境政策與設定環境目標並評估其有效性，使其達到預定的要求。

(四 ) 衡量、分析與改進
1. 組織績效衡量

 組織運作的績效透過 KPI 及中長期滾動式計畫執行的追蹤控管與定期檢視更新，由上而下

統合明確的策略目標，落實管理領導執行力，並因應環境與時俱進。

2. 作業監督、查核與改進

 為確保提供安全、可靠、效率與顧客滿意之高速鐵路營運服務，我們針對「營運」、「維修」

和「顧客服務」三個主要面向，持續並嚴密管控及檢核內部作業品質。我們以作業監督→

查核→檢討與改進之步驟，持續精進服務品質。

3. 矯正與預防措施

(1) 管理系統內部稽核

 建置管理系統內部稽核機制，並參考 ISO 19011：2018 管理系統稽核指導綱要，訂定

規劃與執行管理系統內部稽核之原則，作為內部稽核執行單位得以客觀評估公司政策

及各標準化作業程序的實際執行情況確實與規劃一致，以確保管理系統有效持續運作，

協助組織達成短中長期目標。

(2) 外部驗證

 為確保公司品質管理系統與時俱進，自 2010 即委由外部第三方依 ISO 9001 進行驗證，

並依慣例分別於 2013、2016、2019 年每三年重新換證驗證，維持作業之符合性與證書

有效性。驗證稽核發現之不符合或觀察事項均依據不符合事項與矯正措施流程，進行

檢討與改進並追蹤至結案。除了品質管理系統外，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資訊安全

管理系統、環境管理系統等均採行相同之程序，確保作業符合各管理系統之要求。此

外，政府亦扮演外部品保監理角色，由交通部鐵道局每年進行高鐵營運定期檢查、臨

時檢查等項目。

(3) 管理審查

(A) 公司每年至少舉辦一次公司品質管理審查會議，以確保品質管理系統持續的適合

性、充裕性、有效性，並與公司的策略方向一致。會議由總經理主持，各處室主管、

品質代表及其他指定之人員共同與會。

(B) 管理審查會議追蹤事項，於每季品質代表會中追蹤執行情形，直至結案。

4. 大數據之應用

 高鐵公司為提昇服務品質於 2019/2/14 與台達電子、凌羣電腦，三方攜手打造台灣高鐵新一

代智慧型「高鐵旅客資訊系統」，讓旅客享受結合 AI、物聯網，大數據各項新科技的全新

優質旅程。



中華民國品質學會第 57屆年會
國際品質管理研討會 (ISQM 2021)

54

 高鐵公司持續推動「數位轉型」並積極實踐軌道工業本土化之政策目標，2020/11/27 與資

訊工業策進會簽署合作備忘錄。雙方將攜手合作，運用台灣領先全球的資通訊創新技術，

協助開發多項智能化系統，運用智慧運輸科技，提升台灣高鐵營運安全及服務品質。

六、資訊與知識管理

(一 ) 資訊管理系統
1. 資訊管理系統

 高鐵公司在營運、維修、營業、財會、總務、行政、人事等組織單位皆有合宜之資訊管理

系統以蒐集、分析各種內、外部資訊，並提供及時分析與決策之能力。

2. 資訊安全管理

 資訊安全管理架構確保本公司高速鐵路系統暨相關票務應用資訊系統或服務等設計與維運

能符合公司資訊安全管理目標，包括各類資訊資產之「機密性」、「完整性」、「可用性」

及「法律遵循性」，以滿足內部及外部利害相關團體對本公司資訊作業環境之信任。

3. 質感服務，智慧運輸

 台灣高鐵近年來致力於智慧運輸的落實，持續應用最新科技，提升營運效能與服務品質，

更於 2016 年以「台灣高鐵智慧運輸服務系統」榮獲「國際智慧運輸系統協會」世界大會之

「亞太地區產業成就獎」，從香港、澳洲等候選計畫中脫穎而出。

智慧化訂位購票服務 Smart Ticketing System智慧化訂位購票服務 Smart Ticketing System

智慧化旅客服務 Smart Passenger Service智慧化旅客服務 Smart Passenger Service

智慧化旅遊資訊服務 Integrated i-Traveling Information智慧化旅遊資訊服務 Integrated i-Traveling Information

智慧化列車運行管理 Smart Train Operation智慧化列車運行管理 Smart Train Operation

智慧化安全與應變管理 Smart Safety & Emergency Management智慧化安全與應變管理 Smart Safety & Emergency Management

台灣高鐵智慧運輸服務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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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智慧化訂位購票服務

 台灣高鐵透過智慧運輸科技，讓旅客從訂位、購票開始，銜接乘車服務、營運安全以及後

續轉乘接駁，全程享受「智慧運輸」所帶來便捷、舒適及安全的優質服務。

5. 旅遊資訊服務

 台灣高鐵與各車站所在地客運業者合力行銷，於部分車站提供無縫接駁服務，期能有效節

省旅客候車成本並增強觀光效益。為提供旅客智慧化的接駁轉乘資訊，高鐵車站亦設置公

車動態資訊系統，供旅客即時掌握相關資訊。

6. 列車運行智慧管理

 台灣高鐵持續使用「列車運行管理系統」，有效整合列車編號、行駛位置、時刻表等資訊，

以提供車組運用、高鐵路線、列車組員勤務之下游業務管理需求。

7. 智慧化安全與應變管理

 為讓列車營運能隨時保持在安全狀態，我們建構高規格行車安全系統，並以先進軌道科技

隨時監控列車運行狀態，以安全科技保障每一位乘客。

 為降低自然災害及天候等因素對行車的威脅，避免造成事故以及營運中斷，我們在列車營

運沿線設置「天然災害告警系統」（DWS），包括強風、豪雨、洪水、地震、異物入侵、

邊坡滑動、落石等偵測設施，並透過「列車自動控制系統」（ATC）即時傳送警訊至列車

及行控中心，使列車駕駛及組員能迅速進行各項反應措施，確保行車安全。

(二 ) 資訊開發與應用
1. 系統建置或評估引進：

 透過需求訪談、可行性評估後，展開系統功能與系統架構審查，進而執行專案建置期間部

門間協同合作，推展資訊系統建置與開發之業務。

2. 系統開發階段依系統開發標準及規範：

 定義系統開發之各種標準及規範，建立一致性標準的軟體開發工具與開發平台，降低在不

同系統平台下發展系統的複雜度，並依安全系統開發生命週期資安檢核表完成各項需求確

認，以期進入系統維運期後，能正確診斷系統異常問題及縮短異常診斷時間，有效降低系

統維護的人力成本與增加設備資源的運用彈性。

3. 系統維運：

 業務部門與資訊部門間相互研議需求與確認，以確保資訊系統均經妥適之維護與管理。

(三 ) 知識管理
各資訊化文件存放於電子文件管理系統，同時將達成維運或訓練目的所需之知識內容保

存於訓練管理及數位學習系統中的知識管理中心平台，除方便平時的知識運用與管理，並可

因應公司發展持續獲取、更新、轉移或管理更多知識，並進而達致「知識創新」。

1. TMEL 系統的知識管理中心

 是一個結構化的知識內容平台，高鐵的營運維修人員可以經由其最熟悉的知識地圖在平台

中找到各部門建構保存的知識。各單位部門的內部講師可以運用這些知識對其人員實施結

構化的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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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電子文件管理系統 (EDMS)
 自興建期以來原廠提供之核心機電系統技術資料皆妥善保存於本公司「電子文件管理系統

(EDMS)」，以供授權人員隨時查閱。各子系統之技術資料皆擇要編入核心機電系統訓練教

材，對車輛、號誌、通訊、電力及軌道等各類維修及工程人員施予各項專業訓練。

3. 維修部門知識外顯性化與累積

 維修人員在維修經驗中探討出最佳維修解決問題工法或者經驗傳承的訣竅都是由內隱的經

驗進行具體外顯化的紀錄傳承。維修單位使用維修工程通報 (Engineering Notice) 方式建立

紀錄或者相關社群分享資訊將隱性知識進行外化。

4. 知識分享與文化養成

 維修處每年辦理專業知識文章的徵稿與評選，依據知識分享優質程度給予分級並給予獎勵。

分享給所有維修技術人員閱讀學習，形成獎勵知識學習與知識分享傳播的文化。

5. 電子管理系統

 未來是知識驅動與服務加值的時代，高鐵公司將資訊管理系統與知識管理整合運用，有效

地累積資訊以產生知識，並運用有系統的管理方式，已不斷擴張知識資產成為運輸市場中

的競爭優勢。

七、經營績效成果

(一 ) 領導成果
2021/04/29 臺灣證券交易所公告第 7 屆公司治理評鑑結果，台灣高鐵今年第四度獲得

排名前 5% 佳績，同時三度蟬聯「市值 100 億元以上之非金融電子類」上市櫃公司排名前

10%。台灣高鐵日前獲中華信評調升信評等級至最高等級之 twAAA，相當於國家等級，且自

2016 年上市以來，已先後被納入「MSCI 台灣指數」、「富時新興市場指數」、「富時台灣

50 指數」、「公司治理 100 指數」及「富時社會責任新興市場指數」等多項重要指數成分股。

連續四年獲得臺灣證券交易所公司治理評鑑排名前 5% 佳績，顯示公司不論在營運績效、公

司治理、企業社會責任各方面，皆獲國內外專業獨立投資機構及投資人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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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策略規劃與創新成果
1. 策略規劃專案執行成果

 台灣高鐵從興建到營運服務都是進行新經驗模式，自興建期至營運期，獲得許多獎項，近

三年創新與改善獎項摘要如下：

 2020：再度榮獲「中國工程師學會」頒發「產學合作績優單位」之獎項。

 2019
 y 榮獲中華民國科技管理學會「科技管理獎」之「企業團隊獎」。

 y 2019 榮獲經濟部頒發第 6 屆「國家產業創新獎」績優創新企業。

 2018
 y  以「旅客資訊服務智慧化生態系統」及「雲端智慧電力智慧運輸系統維護資訊整合平台」

為主題，榮獲中華智慧運輸協會「智慧運輸產業創新獎」，以及連續 6 年獲頒「智慧運

輸應用獎」。

 y 參與財團法人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主辦「2018 年第十一屆台灣企業永續獎」，榮獲

「企業永續報告類運輸業 Top50 白金獎」；並以「創造美好生活之智慧化溝通」及「台

灣高鐵在地產學合作之創新研發」為主題，榮獲單項績效獎之「創意溝通獎」及「創新

成長獎」。

 y 台灣高鐵「T Express」行動購票App榮獲 2018年德國「紅點設計獎—傳達設計獎」（Red 
Dot Award：Communication Design）。

 y 榮獲「中國工程師學會」頒發「107 年度產學合作績優單位」之獎項。

2. 提案制度與品管圈

(1) 提案改善

 台灣高鐵自 2011 年建立提案改善制度，迄 2020/12/31 累計提案總計 4166 案。2020 年

提案數量達 1106 案，歷年數量及成效統計如下圖。

(2) 品管圈

 台灣高鐵 QCC 團隊於 2018、
2019、2020 已連續三年獲團結

組金塔獎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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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鐵採購網」上線成效

 「高鐵採購網」上線適逢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19) 疫情，至 5 月採部份居家，

部份公司上班政策，賴於本系統的去中心化，得以免採用過往集中開會辦理審標作業，

使得採購案件不致招受更大影響。

(三 ) 顧客與市場成果
1. 市場成果

(1) 便利且進步的購票方式

(2) 建構數位服務平台 讓旅客隨時隨地獲得資訊

(3) 「高鐵會員 TGo」邁向大數據貼心服務時代

(4) 旅遊產品提高市場占有率

2. 顧客滿意成果

 近三年滿意度調查成果及趨勢：

 台灣高鐵品質管理三個主要面向為「營運」、「維修」和「顧客服務」，每年均委託第三

方調查顧客滿意度。

(四 ) 資源管理成果
1. 本公司智慧財產執行成果

 本公司持續進行智慧財產管理作業，近年來主要執行情形如下：

(1) 2019 年，制訂「智慧財產權管理規範」。

(2) 2020 年，法務室智財代表同仁參加外部「智財法遵培訓課程」。

(3) 2020 年，辦理「如何保護智慧財產權」線上宣導課程，受訓對象為全體員工，以強化

本公司智財保護意識及認知。

(4) 2020 年，成立智財專案小組，歷經 3 次會議，共同訂定 2020 年智財管理計畫及執行

情形，並於 2020 年 11 月 4 日提報第九屆第八次董事會通過。

(5) 2020 年，智財管理計畫已揭露於年報及官網，符合公司治理評鑑得分要件。

2. 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

 2020 年雖深受疫情衝擊，所幸國內疫情控制得宜，民眾生活於下半年逐漸回歸正軌，本公

司運量及營收自 2020 年 6 月開始逐步上升。本公司亦採行相關成本費用調控措施，將疫情

對營運的影響降到最低。

3. 國內 / 外產官學界合作

 與國外原廠以及國內產官學界合作，啟動各類核心機電子系之新增、改善或更新專案。

4. 維修處職涯培育計劃

(1) 計劃性召募培育計劃。

(2) 自 2013 年起至 2020 年底已完成了共 31 梯次計劃性召募維修人員訓練。

(3) 職能與技能訓練：2020 年度訓練計劃課程規劃數共計 571 項，全年度實際執行訓練計

劃共計 964 項，年度執行率 168.8%。

5. 維修人員專業認證

 2020 年維修專業證照人員完訓率為 9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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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基礎設施管理與工作環境管理

(1) 土建設施工程

 高鐵在機電設備導入 BIM 資訊及建立土建設施維護管理系統後，已充分掌握機電設備

與土建設施之檢查歷時紀錄、維修更新紀錄等，而上述紀錄除使維管人員可及時瞭解、

追蹤，並回饋檢討檢查頻率及修復方式，亦可使決策人員更易掌握設施維護現況及做

為後續設施需更新或維修之參考，進而確保營運及結構之安全。

(2)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成果

(A) 臺灣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外部驗證

(B)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績效認可

 本公司於 2018 年 12 月通過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管理系統績效認可」，達成創

造勞動平安及永續經營之雙贏目的。

(C) 健康職場 - 健康促進標章

 本公司榮獲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2018 年度健

康職場 - 健康促進標章，有效期限為 2019/01/01-
2021/12/31。

(D) 安全衛生活動成果

 本公司針對降低職業災害一直不遺餘力，2020 年度

持續辦理相關降低工作場所職業災害之安全活動及教

育訓練，定期檢討安全衛生政策、規章、程序與執行

績效，以提升管理績效並持續改善安全衛生之目的。

(3) 網路應用層面與廣度

(A) 於 2017 年開始評估雲服務，並於 2018 年陸續將電子郵件系統、資訊系統歷史資

料封存移轉至公有雲；2018 年開始評估私有雲建置專案，預估於 2021 年底開始建

置，預估 2022 年底將 90% 資訊服務移轉至私有雲平台上。

(B) 於 2018 年起開始評估新世代資訊網路，以「確保持續營運」、「符合主流技術」、

「提升管理效率」、「滿足傳輸需求」為目標，重新架構及建置滿足高鐵未來

10-12 年之資訊服務需求。

(C) 將旅客線上服務與員工上網服務所使用之對外網路區隔，頻寬及線路各自獨立互不

干擾，且提供雙網路服務 (ISP,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 之線路備援，使單一線路

異常對旅客服務之影響降至最低。

(D) 內部網路亦區分售票系統、金流刷卡系統、辦公室資訊系統而提供不同之網路路

由、頻寬、線路之區隔，保障各資訊服務之網路品質。

(4) 基礎設施建置與汰換

(A) OMC資訊中心電腦機房之基礎設施如溫溼度偵測系統、門禁監視系統 (CCTV)等，

已於 2019 年執行汰換更新作業，提升電腦機房整體基礎設備之監控效率與電腦機

房的穩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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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於各車站、基地電腦機房內均有設置不斷電系統 (UPS)，已於 2020 汰換使用已將

近 15 年之 UPS，提供持續且穩定之電源系統。

(5) 資訊設備

(A) 提供設備資訊設備維修同仁遠端連線處理使用者報修之工具，確保個人電腦資訊安

全，有效掌控電腦資源之使用，以及提供即時的問題處理服務。

(B) 2014年導入行動裝置管理軟體，迄今已部署於約 900台行動裝置內 (手機、平板 )，
提供行動裝置需設定密碼、安裝程式控管、設備遺失時可遠端抹除資料、使用者安

裝評等風險高的 APP 會有提示等功能，確保行動裝置的使用安全。

(C) 自 2018 年自主維運 AFCS 設備，循 AFCS 暨相關設備報修管理辦法進行設備維修

透過持續性的教育訓練與實戰累積自主維運能量。

(五 ) 營運管理成果
透過營運規劃滾動式檢討，除滿足平日旅運需求外，亦能針對不同連續假期規劃適當疏

運計畫，以滿足旅客返鄉及出遊需求。

1. 營業管理成果

 2020 年 1 月創下「6 億人次大關」的旅運服務里程碑，2021 年雖國內疫情再度面臨考驗，

高鐵公司仍持續視整體市場動態擬定因應策略，除運能配合調整實施短期班表，亦檢視調

整常態多元行銷優惠，後續亦將積極進行產品及服務之規劃佈局，伺機推出行銷優惠方案

以支持運量與營收的持續成長。

2. 營運績效

指標 單位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發車班次數 班次數 52,437 53,727 53,076

旅客量 千人次 63,963 67,411 57,239

列車準點率 (五分鐘，不含天災 ) % 99.76 99.90 99.78

列車發車率 (不含天災 ) % 100 100 100

列車抵達終點站平均延誤時間 分鐘 0.17 0.07 0.13

3. 運務管理成果

(1) 自 2007 年營運以來，持續維持良好的營運安全績效，因行車事故造成旅客之傷亡人數

為 0。
(2) 2020 年旅客對於整體服務滿意度達 97%。

4. 維修具體實績展現

(1) 為提升維修工程車行駛安全，自行整合開發工程車路徑確認輔助系統通過 IEC 61508
國際認證。

(2) 「以國產化取代外包」或「以代工生產取代原廠」，目前自主維修比率已超過 80％，

本土化效益逐步顯現。動軌道工業本土化，不僅可以避免維修物料掌握於外國原廠之

手，本土開發更可以大幅降低維修成本，為公司創造利潤、避免物料掌握原廠。透過

與產業界密切合作，深耕台灣軌道工業實力，協助政府推動軌道運輸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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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立自主更新能力並找尋在地替代開發物料。

(4) 2017 年 7 月至 2020 年 4 月與中山科學研究院合作，開發「國產自製列車動搖自動量

測系統」，並逐步取代日本原廠手提式動搖量測設備，有效整合不同系統之功能並精

進檢測效能。另一項傑出合作成果為研發國內第一座本土研發成功的「新式高鐵列車

駕駛模擬機」，提供駕駛更多樣的緊急應變情境劇本，以強化其突發事件應變能力。

(5) 2018 年 9 月至今與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合作「電車線維修工程車國車國造」專案，

將高鐵 6 種工程車型，功能簡併成兩款，以降低維護與庫存成本。

(6) 2019 年 7 月與工業技術研究院與台灣車輛股份有限公司協力開發「轉向架走行測試設

備」(Bogie Running Tester，簡稱 BRT)，可在完成轉向架檢修及列車大修作業後，進

行時速 300 公里的高速運轉測試，有效提升高鐵列車維修品質及轉向架測試效益。強

化列車維修效率並提升轉向架可靠度。

(7) 台灣廠商完成列車塗裝漆料的開發。國產漆料的品質、色澤，與日本原廠相比不但毫

不遜色，附著力標準甚至比原廠要求規格還高出 1.5 倍，經過長達一千小時的紫外線照

射破壞測試，也不會產生龜裂。

(8) 台灣高鐵與工研院共開發「軌道智能電動巡檢機車」，除以電動化取代燃油外，可協

助台灣高鐵縮短勘災時間、提升傳統人力步巡勘災效率，所搭備智慧雲端 App 亦能縮

短勘災時間，強化緊急搶修時效。

(9) 台灣高鐵於 2019 年引進地面光達雷射掃描儀來取代傳統人力監測的不便性，透過旋轉

鏡頭掃描的數據傳到電腦，觀察每個沿線邊坡的傾斜狀況，資料蒐集從黑白轉為彩色

且更為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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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為確保土建及軌道之安全性，每日列車營運結束後，會由軌道維護人員執行例行巡檢。

除軌道維護外，台灣高鐵設施之日常維護與檢查亦包含車站、列車、機電設施、土木

結構、路線安全等，涵蓋各項設施之安全檢測作業。

5. 營運安全管理成果

(1) 營運安全管理

 台灣高鐵之營運安全管理機制以風險管理為核心。我們妥善運用國際認同之風險評估

與安全管理方法，每季亦定期從法令規章、系統運輸、極端災害、安全管理、維安事

務等相關考量面檢視國內外鐵道營運安全重大性議題。

(2) 行車與旅客安全

 自正式通車營運以來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保持無任何因行車事故造成旅客傷亡之

紀錄。

(3) 安全稽核與危害管理

 鐵路營運安全之系統性稽核涵蓋行車運轉調度、旅客服務、設備維修與防災應變準備

等各種工作，相關稽核發現已於報告發行前，全數完成改善並結案。

(4) 場站秩序維安工作

 委託專業的保全公司，協同鐵路警察與沿線各地警察，於車站、列車、基地與沿線路

權範圍內，執行各種巡邏與維安工作。

(5) 災害防救作業

 持續依營運應變檢討，或國內、外各種鐵道事件，或隔年度台灣地區的重大活動或賽

事，規劃各種緊急事件之旅客服務應變或疏散救援演練。也偕同各地警、消、環保、

醫療與特殊外援單位，一起規劃與推動各種災防訓練、救援演練，以熟悉「台灣高速

鐵路整體防救災應變計畫」所制定之各種重大災害事件的聯合救災作業程序、應變指

揮機制，培養跨單位合作默契，增進現場搶救能力，共同為防範災害發生與降低損害

做各種準備。

「台南車站遇重大維安事件暨車站火災應變演練」照片

車安保全利用防衛裝備與歹徒對峙，避
免傷亡擴大。

受傷旅客於救護站進行檢傷分類及初步
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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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供應鏈與外包管理

 永續供應鍊管理行動方案工作小組召開會議定期審視供應商提交之自評表，同時更新於官

網中供應鏈管理之資訊。

7. 環境管理系統

 ISO 14001：2015 環境管理系統在 2020 年 9 月首次通過驗證，經過首次嚴謹的驗證發現，

高鐵公司在環境管理系統上不僅完全沒有「不符合事項」，更獲得 6 項「正面發現」的優

良表現，成為全國第一個通過這項國際驗證的軌道服務業者，深具意義，使公司治理朝永

續發展邁進一大步。

(六 ) 資訊與知識管理成果
1. 資訊與知識平台

 已建置完成 TMEL 訓練管理及數位學習系統中的知識管理中心平台知識庫普遍獲得員工肯

定，除知識量持續增加，近三年累計點閱次數逐年成長。

2. 公文管理系統

 在系統化、數位化後之後，概略來說達成 N( 系統數 ) X 以下之定量及定性效益。

3. 資訊開發與應用

 電子文件管理系統主要儲存及管理高鐵竣工文件，包括核心系統、土建、車站 /基地、軌道、

資訊專案文件、運務及營收相關報表，單以竣工文件數量已達 78 萬份以上，存放台灣高鐵

竣工之完整技術及工程文件，為實施知識管理之重要成果。

4. 維修部門資訊應用成果

(1) 維修管理資訊系統導入如串聯起高鐵核心的資訊動脈。搭配商務智慧 (Business 
Intelligent) 決策系統工具可快速產出多面向資訊提供管理階層決策，提供工程師有效

監控設備可靠度、設備可用度、物料耗用量，精確規劃平穩運轉。高鐵由南到北核心

機電系統維修資源整合規劃管理的智慧之鑰。

(2) 參加「社團法人中華智慧運輸協會」舉辦之「2016 年年會暨智慧運輸應用研討會」，

本公司以「維修排程及基地管理智慧整合平台」獲頒智慧運輸應用獎。

5. 維修部門知識管理成果

(1) 維修同仁於維修經過實際維修故障排除的經驗累積，工法與技術專業的精進後發展成

工程技術通報 (EN)。EN(Engineering Notice)「工程技術通報」是將既有專業知識經過

工程師的學習與再運用後將知識再利用創造轉化成最佳化工法或案例 (Best Practice) 分
享與部門同仁。

(2) 維修同仁自發的提案與想法經過實證與開發後，復經評估該提案成果可能有申請專利

者，公司將提供專業協助進行專利申請評估，進而取得專利。另有經過單位既有維修

需求的改善或開發尋求有能力的開發單位或研究機構共同開發後並取得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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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經營品質獎

二  星  獎
企業類

碩陽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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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優點
1. 碩陽創辦於 2002 年 9 月，由於研發生產無聲馬達，很快獲得市場肯定，迅速於

2003 年 4 月即轉虧為盈。林創辦人於創業初期即律定公司未來數年發展的里程

碑規劃，可見林創辦人的雄心與遠見，此為驅動公司發展的最核心力量。

2. 碩陽電機成立於 2002 年，從事精密馬達、醫療用馬達、電動輪椅及電動代步車

馬達、傳動系統之設計與製造，以自有品牌 Motion Tech. Motors 行銷全球 20 餘

國，在經營績效成果方面，2018 至 2020 年之純益率前兩年分別為 7.18%、7.07%
而 2020 年受疫情影響也有 4.59%，每股盈餘為 4.08、2.77 及 1.61 元，2021 年上

半年每股盈餘也有 0.78 元。

3. 2013 至 2020 年，分別獲得第 10 屆玉山獎、第 11 屆金炬獎、鄧白氏中小企業菁

英獎 ( 連續七年 )、第 20 屆小巨人獎、第 27 屆磐石獎、第 42 屆創業楷模獎、新

住民友善獎以及第 56 屆中華民國品質學會卓越經營品質獎二星獎等殊榮。

4. 重新定義產業商業模式，以馬達領域之專業整合減速機，提出整體零配件改善

方式以提供整車廠更佳、更便利，且整合性零配件的全新商業模式，同時讓公

司產品 SPEC.IN 於客戶的需求規格內，藉此提供客戶一個完整的動力模組方案

(Total Solution)。在電動輪椅、電動代步車產業全球市佔率 35%，國內市佔率超

過 90%。

5.  2021 年度起碩陽公司開始執行經濟部技術處 A+ 企業創新研發淬鍊計畫，投入

「A+ 小型電動掃街車開發計畫」: 整合型研發 - 小型電動掃街車開發計畫，將透

過與工研院技術合作，進行底盤設計與整車系統開發，並整合聯盟廠商的高效率

集塵系統與電池模組，完成國產化小型電動掃街車與關鍵零組件的開發。公司發

展開始邁入「科技的碩陽」。

6. 在顧客與市場方面，藉由與韓國 Rehabcare、中國浙江鼎力、荷蘭 Sunrise 及德國

Otto bock 等國際大廠的連繫與合作開發，瞭解各市場領域中的主力產品規格，並

且借助業務市場預測回饋措施的建置，加快市場回應速度，達成少量、多樣、短

交期產品的核心競爭力。

7. 在資源管理方面，與成功大學馬達科技中心、中原大學工業工程學系及台北商業

大學創意科技與產品設計系，進行多年的產學合作計畫；106 年獲得智慧電動車

產業輔導推廣計畫，增加產值 1 千 5 百萬元，通過三件專利，促進投資 3 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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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通過 SBIR 計畫，完成具叫車功能之爬梯助行器研發聯盟計畫。重視員工

福利，公司每年提供5%至10%股份供員工認購，獲利的20%作為員工獎金酬勞，

公司成立以來無勞資爭議產生與公安事件。

8. 在營運管理方面，以計畫、採購、製造、配送、退貨五大基本策略有效地進行供

應商管理，並與採購、技術及品保部門密切配合，從新供應商的評鑑、供應商評

比、實地稽核與輔導等各種溝通管道，共同建構更具競爭力、安全可靠之供應鏈。

壹、碩陽電機股份有限公司簡介

碩陽電機為台灣馬達工業產業翹楚，迄今 18 年來致力於直流有刷及無刷馬達傳

動系統製造，專業從事於自動化、醫療、電動輪椅及電動代步車用馬達、各類升降

機等傳動系統設計及製造，引領台灣產業發展，致力解決國內馬達製造技術、品質

及穩定不佳之情狀，亦創造國際認同之品質、效能、可靠度之產品。

以自動化、環保、高效率及節能為四大目標，於產品技術、服務效率、穩定品

質不遺餘力，講究「Total Solution」之系統發展，創新性研究發展協助客戶增加產

品競爭優勢、降低環境衝擊、改善運用效率並提昇經濟生產力，期許將台灣馬達工

業帶入另一個嶄新紀元。

《發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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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榮譽》

《產品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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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品質經營概況

一、領導與經營理念及績效

1. 每年 9 月會依據前一年的組織績效表現及整體市場的外部環境分析，結合

組織之使命 / 願景 / 風險管控之核心精神進行聚焦，以擬定隔年度的組織

OKR。

2. 藉由 OKR 的執行運作，展開各單位的主要關鍵行動。

3. 過程中每月透過整體戰情室資訊來進行整體執行成果的檢核，確保整體運

作方向符合原先的預期，並適時進行調整評估，以因應外在環境的轉變。

4. 透過每季與部門主管的對談機制與工作成果的狀態檢視，針對落差原因重

新修正與調整，進而聚焦執行計劃方向並進行更新，以形成 PDCA 循環。

策略規劃黃皮書組織 2021年經營策略&策略規劃&各部門運作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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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策略規劃與創新及績效

而為能有效實現 2031 之運作目標，長久以來，我們一直以能成為全球頂尖的傳

動先鋒為核心信念，在歷經 14 年的運作努力，碩陽已成為具備 7 億經營實力與員工

人數 170 人之公司，而邁向下一個階段，2020-2023 年將是碩陽電機飛揚發展的重

要管理能力養成關鍵年，因此，逐步擬定組織發展策略架構圖 ( 如下所示 )，以做為

各部門能夠依循計劃與提前佈署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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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顧客與市場

◎【以最快效率服務，達到客戶最高滿意度】

◎ 提供客戶【Total Solution】的系統服務

◎ 建置系統化的客戶溝通管道

重點客戶交易額成長數據 為因應網際網路及電商

平台的盛行，碩陽電機將行

銷資源佈局至國際化官網的

建置，以及阿里巴巴、經貿

網等數位平台管理。

國際品牌形象顧問聘

請 - 台北商業大學商品創意

學系陳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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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資源管理

【碩陽人一家人】

 　　員工是碩陽的重要資產，留任關鍵人材，透過關懷機制了解整體員工團隊

士氣、氛圍和效率，進而分析心態與工作狀態，找到改善的關鍵點。

 員工關懷機制 權益保障

五、營運管理

【內部品質指標】

 　　訂定內部品質指標，每月進行各指標月狀況的分析，持續管控與即時進行

改善。

【多元化福利措施】

 　　落實利益共享的員工獎酬，讓員工福利方面除了勞基法規範外，還享有多

項福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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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商管理】

 　　供應商評鑑每月金額 10 萬元以上之供應商進行評鑑，採購 ( 配合度 &
交期 ) 與品保 ( 進料 & 製程 & 客訴 ) 共同評核當月的表現。

 　　供應商實地評鑑針對新供應商與經 IQC 統計異常發生率較高之供應商，

每年不定期進行實地評鑑，對廠商之品管制度、技術水準、製造能力、機具設

備、經營管理或環安措施進行評鑑調查。

【ISO9001&ISO14001內部 /外部稽核控制】
 　　確保公司品質與環境系統正確的執行，定期實施進行內部 / 外部稽核，以

達到全公司品質意識之提升。

 　　增加 9 大營業循環 &ISO-45001 環安衛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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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改善】

 　　工程部提案改善維持產線正常運作與提升產線效率，2020 年 35 件，

2021 年截至 8 月有 37 件。

【精實管理】

 　　聘請王派榮顧問 ( 國瑞汽車副總經理 ) 對廠內進行經實管理的輔導與推動。

1. 逐步進行產線的動線調整與作業的流程與手法改善，排除不必要的浪費，

來提升產線效率。

2. 部門工作環境 2S 改善，提升作業效率。

3. 直 / 間接單位訊息的目視化管理推動，讓產線作業者可以通過目視方式將

個人工作成果、問題及建議展示出來，與同僚或主管進行相互交流共同解

決問題，促進現場的溝通團結合作。

【品質&敏捷式會議】
 　　朝著 TQM 的精神 , 廠內逐步推動各部門的敏捷式會議與跨部門品質會議的

提案改善模式。

1. 各部門每日 10~15 分鐘敏捷式會議，在工作執行的過程中從工作流程或過

去的經驗中發現問題點，進而提出建議方案，並使用 EXCEL 紀錄進行部

門與跨部門處理追蹤。

2. 每週品保與業務、研發、製造進行品質會議，針對廠內外品質問題進行討

論與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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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資訊與知識管理

【簽核表單 E化作業】
 　　運用 EasyFlow 系統中電子表單設計工具，針對各部門使用率高、需跨部

門簽核之表單進行 E 化作業，藉此 E 化作業，大幅降低人力傳簽時所耗時間，

而相關簽核人員，可隨時簽核且不受時間、地點限制。

【知識平台建立】

 　　知識管理透過 EasyFlow 平台建置及管理，利用此平台，公司同仁可新增、

修改、閱讀知識文件，各類知識文件相關修改次數、審核記錄亦可於平台中呈

現。

【PAC整體績效管理】
1. 大數據營運監控分析 -PAC 整體績效。

2. 進行績效指標統計評核。

3. 制定績效指標獎勵制度。

4. 公開頒獎激勵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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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Q簡介
亞洲品質網絡 (Asian Network for Quality, ANQ)，是亞洲各國 / 地區致力品質

的非營利組織所共同組成，目的在提供平台和機會可以相互共享、學習。現會員組

織包括來自孟加拉、中國大陸、杜拜、香港、哈薩克、印度、印尼、伊朗、日本、

韓國、尼泊爾、菲律賓、巴基斯坦、俄羅斯、新加坡、斯里蘭卡、泰國、越南及我

國等會員體。

ANQ ARE-QP
Recognition for Excellence in Quality Practice Award 

亞洲品質網絡　卓越品質實務典範獎
本獎項授予之目的在於提供 ANQ 組織間分享優秀品質實踐案例，由 ANQ 成員

組織推薦，經該獎項委員會審查後於 ANQ 大會發表，通過後於年度大會上認可頒

發該獎項。

2009 台中澄清醫院（中港院區）
2011 中鴻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台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欣興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3 科達製藥股份有限公司、元智大學
2014 力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瑞助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弘光科技大學、達佛羅企業有限公司
2019 桓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2021 南華大學、台灣三偉達醫療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ANQ Ishikawa-Kano Award (IKA) 
亞洲品質網絡石川—狩野獎

2015 鍾朝嵩
2017 楊錦洲（銀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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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論文獎

論文題目： 精實系統、人力資源管理、全面品質管理與營運績效：中小企業之

實 證 研 究 (Lean System,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and Operation Performance: Evidences From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期刊編號：品質學報 Volume 28, No. 2, April 30, 2021.
作　　者：白凢芸、葉子明、張正文、鄭裕鴻

論文題目： 應用田口式品質工程提升再生纖維素長纖複絲連續水洗後之強力 
(Application of Taguchi Quality Engineering to Improve the Strength of 
Regenerated Cellulose Multifilament After Continuous Washing)

期刊編號：品質學報 Volume 28, No. 2, April 30, 2021.
作　　者：陳源聰、蘇純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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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品質博碩士論文獎

博士論文 -金帶獎

論文題目： 針對永續性供應商 - 顧客關係最佳化設計具廣泛適應性之驗收抽樣

計 畫 (Optimum Design of Adaptive Sampling Plans for Sustainable 
Supplier-Buyer Partnership)

作　　者：王拓程　　指導教授：蘇明鴻　　學校：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博士論文 -銀帶獎

論文題目： 高等教育組織溝通機制績效評估關鍵因素分析—以 ISO 21001: 
2018 教育組織管理系統為基礎 (An Analysis of Key Factors for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Communication Mechanisms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Based on the ISO 21001: 2018 Educational 
Organizations Management Systems)

作　　者：葉仲超　　指導教授：吳泓怡　　學校：國立嘉義大學

碩士論文 -金帶獎

論文題目： 基於伽瑪和韋伯分配建構品質良率指標區間估計之研究 (An 
Investigation on Interval Estimation for Quality-Yield Index under 
Gamma and Weibull Distributions)

作　　者：陳雅雯　　指導教授：吳建瑋　　學校：國立清華大學

論文題目： 應用卷積神經網路和遷移學習建立管制圖非隨機樣式辨識系

統 (Recognition of Non-random Control Chart Patterns Using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and Transfer Learning)

作　　者：邱子宸　　指導教授：鄭春生　　學校：元智大學

論文題目： 基於遷移學習於機台預後健康管理之實證研究 (Transfer Learning for 
Equipment Prognostic and Health Management and Empirical Study)

作　　者：黃宜靜　　指導教授：許嘉裕　　學校：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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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論文 -金帶獎

論文題目： 發展以時間序列圖像化基於偵測染整機台纏車異常模式之實證研究 
(An Empirical Study on Detecting of Dyeing and Finishing Machine 
Entanglement Based on Imaging Time Series)

作　　者：郭啟鴻　　指導教授：王建智　　學校：明志科技大學

碩士論文 -銀帶獎

論文題目： 時間卷積長短期記憶網絡網路於剩餘使用壽命預測之研究 (Temporal 
Convolution-based Long-Short Term Memory Network with Attention 
Mechanism for Remaining Useful Life Prediction)

作　　者：嚴家宏　　指導教授：許嘉裕　　學校：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論文題目： 產品壽命於不同分配下壽命檢測所需失效樣本數決定之研究  
(Failure Number Determination for Lifetime Testing under Different 
Distributions)

作　　者：朱文伃　　指導教授：吳建瑋　　學校：國立清華大學 

論文題目： 利用集成學習開發染整廠中控系統之染缸纏車預警模組 (Using 
Ensemble Learning to Develop an Early Warning Module of Twisting 
Fabrics for Dyeing Machine in the Central Control System of the Dyeing 
and Finishing Plant)

作　　者：李昱勳　　指導教授：王建智　　學校：明志科技大學

論文題目： 建構產品具多品質特性之改良式計量型驗收抽樣計畫 (Developing 
Modified Acceptance Sampling Plans for Products with Multiple Quality 
Characteristics)

作　　者：林郁文　　指導教授：吳建瑋　　學校：國立清華大學

論文題目： 發展以誤差補償為基礎之 LSTM-ARMA 需求預測模型 (Development 
of LSTM-ARMA Demand Forecasting Model Based on Error 
Compensation)

作　　者：張芯慈　　指導教授：王建智　　學校：明志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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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陽產學應用論文獎

第一名

論文題目： 因應疫情發展功能性紡織產業之動態生產規劃系統

作　　者：陳佳雯、呂執中、彭威愷、曾順傑

第二名

論文題目：應用深度學習演算法及遷移學習建立紡織物缺陷之分類模型

作　　者：鄭春生、張勝斌、吳雨唐、謝雨芹

第三名

論文題目： 整合 SPC/EPC 及深度學習演算法建立化學纖維聚合製程黏度值之監測

系統

作　　者：鄭春生、張勝斌、李雅媛、游珮伶

佳　作

論文題目： Hybrid Fuzzy Decision Tree Algorithm to Address the Uncertainty for 
Dynamic Dyeing Scheduling and An Empirical Study for Industry 3.5 
Digital Decision

作　　者：Chien-Chun Ku、Le Thi Nhu Quyen、Chen-Fu Chien
論文題目：Packaging Misplaced-Label Detection in Production Streamline
作　　者： Rich C. Lee、Hsiang-Ying Wang、Yan-Jen Deng、Yu-Chen Chan、Yu-

Ting Guo、Kuan-Lun Huang
論文題目： 新冠肺炎快速檢測生物晶片的可靠度分析與評估

作　　者： 何彥頤、王順正

論文題目： Deep Learning for Prognostic and Health Management and Empirical 
Study in Industrial Robotic Arms

作　　者： Chia-Yu Hsu、Yi-Wei Lu、Yi-Ching Yeh
論文題目： 應用 SDM 提升疫苗注射率  –  以肺炎鏈球菌疫苗為例

作　　者： 林軒名、呂執中

論文題目： 卷積神經網絡於電纜包覆品質檢驗之應用

作　　者：金建全、陸元平、尤鴻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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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人：邱鈞榮

中菲行國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講綱：

˙中菲行定位　　˙中菲行發展概況與歷史變革

˙數位轉型階段　˙服務創新內容

˙數位創新與成果

學歷：輔仁大學經濟系

經歷：

1983.07.01-1990 長榮海運 歷經台北、台中、倫敦 SALES 及總公司企劃

工作

1991-2000 長榮航空 歷經台北、高雄、新加坡、洛杉磯等管理工作，

主要負責航空貨運之企劃及行銷

2000-2004 長榮空運倉儲 擔任長榮空運倉儲營業部副理、經理

2004 -2005 長榮航空 負責上海貨運航空之籌設

2005-2007 長榮空運倉儲 擔任長榮空運倉儲營業部副協理

2007-2008 長榮空運倉儲 擔任現業本部副協理

2008-2010 長榮空運倉儲 擔任營業部副協理

2011-2018 長榮空運倉儲 擔任正協理

2018- 現今 中菲行國際物流 擔任總經理；於 2019.10 升為空運總裁

現職：

中菲行國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空運總裁，經營委員會

服務創新專題演講 I：服務創新專題演講 I：
中菲行數位轉型變革中菲行數位轉型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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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人：簡維國

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數位轉型辦公室 本部長

講綱：

˙全通路形成

˙以會員核心發展全通路整合

˙科技概念店發展

˙數據探勘應用

學歷：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研究所、淡江大學航海系

經歷：

全家便利商店人事部部長、營業部部長、商品部部長、

E-Retail 事業部長 ( 兼任關係企業全網 ( 股 ) 公司總經理 )、
資訊本部長、E-Retail 事業本部長

兼任關係企業精藤 ( 股 ) 公司總經理

現職： 全家便利商店 數位轉型辦公室 本部長 
兼任關係企業全網行銷 ( 股 ) 公司 董事長

服務創新專題演講 II服務創新專題演講 II
全家便利店數位轉型實務全家便利店數位轉型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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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屆理監事暨學會會務工作人員名錄

第一屆（53－ 54年）
理 事 長：李國鼎 常務監事：高禩瑾

理　　事：施政楷　宋文襄　李柏齡　吳道艮 監　　事：武希聖　劉謙泰

　　　　　吳玉印　馬東民　趙國才　徐孳昌 總 幹 事：施政楷

第二屆（54－ 55年）
理 事 長：吳道艮 常務監事：武希聖

理　　事：李國鼎　宋文襄　吳玉印　張源漳 監　　事：李柏齡　趙國才

　　　　　馬東民　王崑山　陳遠普　劉謙泰 總 幹 事：施政楷　徐啟行

第三屆（55－ 56年）
理 事 長：吳道艮 常務監事：向賢德

理　　事：李國鼎　宋文襄　張源漳　馬東民 監　　事：李柏齡　武希聖

　　　　　吳玉印　徐啟行　徐孳昌　劉謙泰 總 幹 事：胡永組

第四屆（56－ 57年）
理 事 長：吳道艮 常務監事：宋文襄

理　　事：李國鼎　吳玉印　張源漳　劉謙泰 監　　事：馬東民　向賢德

　　　　　徐啟行　徐孳昌　周春諒　李　堯 總 幹 事：胡永組　徐啟行

第五屆（57－ 58年）
理 事 長：高禩瑾 常務監事：宋文襄

理　　事：李國鼎　吳道艮　張源漳　馬東民 監　　事：向賢德　王崑山

　　　　　吳玉印　陳志炘　程福檮　李登梅 總 幹 事：徐啟行

　　　　　魯庭樹　李　堯

第六屆（58－ 59年）
理 事 長：高禩瑾 常務監事：宋文襄

理　　事：李國鼎　張源漳　吳玉印　馬東民 監　　事：向賢德　王崑山

　　　　　趙國才　李登梅　王大倫　魯庭樹 總 幹 事：徐啟行

　　　　　徐啟行　陳寬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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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屆（59－ 60年）
理 事 長：高禩瑾 常務監事：宋文襄

理　　事：吳玉印　馬東民　林秀雄　劉　振 監　　事：向賢德　鍾清章

　　　　　張源漳　趙國才　徐啟行　李登梅 總 幹 事：徐啟行

　　　　　呂則仁　魯庭樹

第八屆（60－ 61年）
理 事 長：傅貽椿 常務監事：高禩瑾

理　　事：宋文襄　吳玉印　劉　振　馬東民 監　　事：向賢德　王崑山

　　　　　林秀雄　施政楷　陳宗梯　鍾清章 總 幹 事：徐啟行

　　　　　徐啟行　張源漳

第九屆（61－ 62年）
理 事 長：施政楷 常務監事：陳宗悌

理　　事：傅貽椿　宋文襄　吳玉印　馬東民 監　　事：向賢德　王崑山

　　　　　劉　振　高禩瑾　徐啟行　荊正維 總 幹 事：徐啟行

　　　　　鍾清章　魯庭樹

第十屆（62－ 63年）
理 事 長：施政楷 常務監事：趙國才

理　　事：劉　振　吳玉印　高禩瑾　宋文襄 監　　事：陳宗悌　吳昌樑

　　　　　馬東民　鍾清章　徐啟行　傅貽椿 總 幹 事：徐啟行

　　　　　魯庭樹　李　堯

第十一屆（63－ 64年）
理 事 長：施政楷 常務監事：陳宗悌

理　　事：徐啟行　劉　振　陳正平　宋文襄 監　　事：高禩瑾　傅貽椿

　　　　　吳玉印　馬東民　杜雲仙　趙國才 總 幹 事：徐啟行

　　　　　鍾清章　房克成

第十二屆（64－ 65年）
理 事 長：施政楷 常務監事：陳宗悌

理　　事：劉　振　徐啟行　房克成　魯庭樹 監　　事：高禩瑾　吳玉印

　　　　　吳昌樑　陳正平　杜雲仙　宋文襄 總 幹 事：徐啟行

　　　　　陳宣泰　黃清孝 幹　　事：林英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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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屆（65－ 66年）
理 事 長：施政楷 常務監事：高禩瑾

理　　事：徐啟行　劉　振　房克成　宋文襄 監　　事：陳宗悌　韋永寧

　　　　　陳正平　荊正維　魯庭樹　王晃三 總 幹 事：徐啟行

　　　　　黃清孝　林宗華 幹　　事：林英賢

第十四屆（66－ 67年）
理 事 長：施政楷 常務監事：陳宗悌

理　　事：徐啟行　王晃三　房克成　陳寬仁 監　　事：高禩瑾　王崑山

　　　　　荊正維　宋文襄　林宗華　魯庭樹 總 幹 事：徐啟行

　　　　　劉　振　陳正平 幹　　事：林英賢

第十五屆（67－ 68年）
理 事 長：施政楷 常務監事：陳宗悌

理　　事：徐啟行　房克成　荊正維　宋文襄 監　　事：高禩瑾　傅貽椿

　　　　　王晃三　陳正平　陳寬仁　劉　振 總 幹 事：徐啟行

　　　　　魯庭樹　張宗賜 幹　　事：林英賢

第十六屆（68－ 69年）
理 事 長：施政楷 常務監事：陳宗悌

理　　事：徐啟行　房克成　荊正維　陳寬仁 監　　事：孫葆銓　吳昌樑

　　　　　宋文襄　劉　振　陳正平　黃清孝 總 幹 事：徐啟行

　　　　　陳文哲　張宗賜 幹　　事：林英賢

第十七屆（69－ 70年）
理 事 長：施政楷 常務監事：陳宗悌

理　　事：宋文襄　徐啟行　房克成　陳文哲 監　　事：鍾清章　吳昌樑

　　　　　荊正維　陳寬仁　陳正平　蘇義雄 候補監事：孫葆銓

　　　　　劉　振　盧瑞彥 總 幹 事：徐啟行

候補理事：張宗賜　鍾朝嵩　林宗華 幹　　事：林英賢

第十八屆（70－ 71年）
理 事 長：施政楷 常務監事：房克成

理　　事：宋文襄　徐啟行　陳寬仁　蘇義雄 監　　事：鍾清章　黃清孝

　　　　　白賜清　陳文哲　劉　振　林公孚 候補監事：孫葆銓

　　　　　張宗賜　陳俊卿 總 幹 事：徐啟行

候補理事：陳正平　荊正維　許武雄 幹　　事：林英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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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屆（71－ 72年）

理 事 長：施政楷　宋文襄 常務監事：房克成

理　　事：徐啟行　陳文哲　蘇義雄　白賜清 監　　事：鍾清章　王治翰

　　　　　陳寬仁　劉健雄　劉　振　林公孚 候補監事：黃清孝

　　　　　陳俊卿 總 幹 事：徐啟行

候補理事：陳樹勛　張宗賜　盧瑞彥 幹　　事：林英賢

第二十屆（72－ 73年）

理 事 長：宋文襄 常務監事：房克成

理　　事：徐啟行　白賜清　蘇義雄　陳寬仁 監　　事：鍾清章　王治翰

　　　　　劉健雄　陳文哲　劉　振　葉若春 候補監事：黃清孝

　　　　　陳俊卿　楊金福 總 幹 事：徐啟行

候補理事：陳樹勛　葛建業　邱羅火 副總幹事：林英賢

 幹　　事：楊雪芬

第二十一屆（73－ 74年）

理 事 長：宋文襄 常務監事：房克成

理　　事：徐啟行　白賜清　劉　振　陳寬仁 監　　事：王治翰　鍾清章

　　　　　蘇義雄　陳俊卿　葉若春　陳文哲 候補監事：趙民德

　　　　　王晃三　劉健雄 總 幹 事：徐啟行

候補理事：楊金福　盧瑞彥　劉仲勛 副總幹事：林英賢

 幹　　事：楊雪芬

第二十二屆（74－ 75年）

理 事 長：宋文襄 常務監事：王治翰

理　　事：房克成　陳寬仁　白賜清　劉　振 監　　事：張有成　鍾清章

　　　　　葉若春　陳文化（前）　　王晃三 候補監事：黃清孝

　　　　　楊金福　陳文哲　蘇義雄　劉健雄（後） 總 幹 事：房克成

候補理事：劉仲勛　陳樹勛 副總幹事：林英賢

 秘　　書：胡志鵬

 幹　　事：楊雪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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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屆（75－ 76年）
理 事 長：宋文襄 常務監事：王治翰

理　　事：房克成　陳寬仁　白賜清　劉　振 監　　事：張有成　鍾清章　黃清孝

　　　　　王晃三　陳文哲　蘇義雄　楊金福 　　　　　陳樹勛

　　　　　陳俊卿　葉若春　劉健雄　張宗賜 候補監事：吳昌樑　孫葆銓

　　　　　劉漢容　顧振國 總 幹 事：房克成

候補理事：盧瑞彥　韋　端　王英一 副總幹事：林英賢

 秘　　書：張天鐸

 幹　　事：楊雪芬

第二十四屆（76－ 77年）
理 事 長：宋文襄 常務監事：王治翰

理　　事：房克成　陳寬仁　白賜清　劉　振 監　　事：張有成　鍾清章　黃清孝　周滄溟

　　　　　王晃三　陳文哲　蘇義雄　楊金福 候補監事：陳樹勛　趙民德

　　　　　陳俊卿　胡裕同　劉健雄　張宗賜 總 幹 事：房克成

　　　　　官生平　廖方覩  副總幹事：林英賢

候補理事：盧瑞彥　盧淵源　盛其安 秘　　書：張天鐸

 幹　　事：楊雪芬

第二十五屆（77－ 78年）
理 事 長：胡裕同 常務監事：張有成

常務理事：蘇義雄 監　　事：黃清孝　周滄溟　葉若春　趙民德

理　　事：白賜清　劉健雄　楊金福　張宗賜 候補監事：陳樹勛　王大倫

　　　　　陳俊卿　官生平　廖方覩 　盧瑞彥 總 幹 事：房克成

　　　　　張定昌　林公孚　廖本盛　盧淵源 副總幹事：林英賢

　　　　　盛其安 秘　　書：張天鐸

候補理事：鍾漢清　趙　清　莊泰旭 幹　　事：楊雪芬　趙嘉媛

第二十六屆（78－ 79年）
理 事 長：胡裕同 常務監事：葉若春

常務理事：鍾清章 監　　事：周滄溟　趙民德　楊正華　趙　清

理　　事：楊金福　官生平　廖方覩 　盧瑞彥 候補監事：蘇耀新　林文仁

　　　　　張定昌　林公孚　廖本盛　盧淵源 總 幹 事：房克成

　　　　　盛其安　房克成　王晃三　陳漢棟 副總幹事：林英賢

　　　　　來新陽 秘　　書：張天鐸

候補理事：王學文　許川平　謝財源 幹　　事：楊雪芬　趙嘉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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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屆（79－ 80年）
理 事 長：王治翰 常務監事：葉若春

常務理事：鍾清章 監　　事：趙民德　楊正華　趙　清　林文仁

理　　事：張定昌　林公孚　廖本盛　盧淵源 候補監事：黃清孝　陳世璉

　　　　　盛其安　房克成　王晃三　陳漢棟 總 幹 事：房克成

　　　　　來新陽　張有成　白賜清　陳天鑫 副總幹事：林英賢

　　　　　謝財源 秘　　書：張天鐸

候補理事：謝天下　陳文哲　蘇義雄 幹　　事：楊雪芬　趙嘉媛

第二十八屆（80－ 81年）
理 事 長：王治翰 常務監事：林文仁

常務理事：來新陽 監　　事：楊正華　趙　清　黃清孝　官生平

理　　事：房克成　鍾清章　王晃三　陳漢棟 候補監事：劉宜貴

　　　　　張有成　白賜清　陳天鑫　謝財源 秘 書 長：房克成

　　　　　廖方覩　蘇義雄　何耀成　陸正平 副秘書長：林英賢

　　　　　鍾漢清 秘　　書：張天鐸

候補理事：陳文哲　王宗華　黃瑞耀 幹　　事：楊雪芬　趙嘉媛

第二十九屆（81－ 82年）
理 事 長：白賜清 常務監事：宋文襄

常務理事：葉若春 監　　事：林文仁　黃清孝　官生平　謝天下

理　　事：王治翰　張有成　陳天鑫　謝財源 候補監事：趙民德

　　　　　廖方覩　蘇義雄　何耀成　陸正平 秘 書 長：房克成

　　　　　鍾漢清　盧淵源　蘇錦夥　王宗華 副秘書長：林英賢

　　　　　盛其安 高級專員：陸正平

候補理事：陳龍祥　汪興度　翁田山 秘　　書：張天鐸

 幹　　事：楊雪芬　荊德強

第三十屆（82－ 83年）
理 事 長：王晃三 常務監事：宋文襄

常務理事：高辛陽　蘇義雄 監　　事：黃清孝　官生平　謝天下　周滄溟　

理　　事：廖方覩　何耀成　陸正平　鍾漢清 　　　　　陳文哲　趙民德

　　　　　葉若春　盧淵源　蘇錦夥　王宗華 候補監事：劉漢容

　　　　　盛其安　鍾清章　葉　甦　翁田山 秘 書 長：房克成

　　　　　黃瑞耀　田墨忠　張志猛　陳耀茂 副秘書長：林英賢

　　　　　楊金福　劉宜貴 高級專員：陸正平

候補理事：林清風　來新陽　吳徽燦　林進宗 秘　　書：張天鐸　郭汗文

 幹　　事：楊雪芬　荊德強　張文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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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屆（83－ 84年）
理 事 長：王晃三 監　　事：宋文襄　周滄溟　陳文哲　趙民德

常務理事：高辛陽　鍾清章 　　　　　張有成　廖方覩

理　　事：葉若春　盧淵源　蘇錦夥　王宗華 候補監事：陳世璉

　　　　　盛其安　葉　甦　翁田山　黃瑞耀 秘 書 長：翁清水

　　　　　田墨忠　張志猛　陳耀茂　白賜清 副秘書長：林英賢

　　　　　王治翰　房克成　林清風　葉雄雲 高級專員：陸正平

　　　　　廖本盛　陳漢棟 專　　員：金　明

候補理事：林茂賜　劉立中　劉漢容 秘　　書：郭汗文

常務監事：謝天下 幹　　事：楊雪芬　荊德強　張文煌

第三十二屆（84－ 85年）
理 事 長：鍾清章 候補監事：陳世璉

常務理事：高辛陽　王治翰 秘 書 長：翁清水

理　　事：王晃三　翁田山　田墨忠　張志猛 副秘書長：林英賢

　　　　　陳耀茂　白賜清　房克成　林清風 高級專員：陸正平

　　　　　葉雄雲　廖本盛　陳漢棟　林茂賜 專　　員：金　明

　　　　　劉立中　劉漢容 秘　　書：郭汗文

常務監事：張有成 幹　　事：楊雪芬　荊德強　張文煌

監　　事：周滄溟　陳文哲　趙民德　廖方覩 

第三十三屆（85－ 86年）
理 事  長：高辛陽 常務監事：鍠清章

常務理事：王治翰　白賜清 監　　事：周滄溟　張有成　廖方覩 　劉漢容

理　　事：房克成　林清風　葉雄雲　廖本盛 候補監事：黃清孝

　　　　　陳漢棟　林茂賜　陳世璉　盧瑞彥 秘 書 長：謝財源

　　　　　蔡耀宗　王萬興　關季明　蘇朝墩 副秘書長：林英賢

　　　　　張文貴　盧淵源 高級專員：陸正平

候補理事：楊錦洲　王宗華　李景文 專　　員：陳玄岳　楊雪芬　荊德強　張文煌

 辦 事 員：劉美玲

第三十四屆（87－ 89年）
理 事 長：葉若春 常務監事：王晃三

常務理事：盧淵源　張有成 監　　事：王萬興　宋文襄　林清風　陳漢棟

理　　事：張志猛　陳世璉　廖方覩　黃清孝 候補監事：高辛陽

　　　　　劉漢容　蘇錦夥　蔡耀宗　張文貴 秘 書 長：關季明

　　　　　盧瑞彥　張文昌　王宗華　陸正平 副秘書長：林英賢

　　　　　劉黎宗　陶樹令 專　　員：陳玄岳　楊雪芬　荊德強　郭汗文

候補理事：楊錦洲 　　　　　張文煌

 幹　　事：劉美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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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屆（90－ 92年）
理 事 長：王治翰 常務監事：宋文襄

常務理事：王晃三　高辛陽 監　　事：盧淵源　白賜清　張文貴　陳世璉

理　　事：鄭清門　張有成　黃清孝　劉黎宗 候補監事：盧瑞彥

　　　　　楊錦洲　林清風　廖方覩　張哲茂 秘 書 長：關季明

　　　　　陸正平　高　旭　陳漢棟　李景文 副秘書長：林英賢

　　　　　張文昌　林公孚 專　　員：陳玄岳　楊雪芬　荊德強　郭汗文

候補理事：沈正堅　蔣大成　陳玄愷 　　　　　張文煌

 幹　　事：劉美玲

第三十六屆（93－ 95年）
理 事 長：盧淵源 常務監事：張有成

常務理事：宋文襄　張文貴 監　　事：劉黎宗　黃清孝　葉若春　廖方覩

理　　事：白賜清　張哲茂　陳玄愷　林清風 候補監事：陸正平

　　　　　高辛陽　陳漢棟　蔣大成　盧瑞彥 秘 書 長：關季明

　　　　　王晃三　林榮瑞　趙金勳　蔡易甫 副秘書長：林英賢

　　　　　蔡耀宗　楊錦洲 專　　員：陳玄岳　楊芯瑜　荊德強　郭汗文

候補理事：陳寬仁　陳善德　陳文魁 　　　　　張文煌

 幹　　事：劉美玲

第三十七屆（96－ 98年）
理 事 長：張文貴 常務監事：張有成

常務理事：盧淵源　劉黎宗 監　　事：宋文襄（96 年）　高辛陽　張哲茂

理　　事：王治翰　白賜清　陳玄愷　盧瑞彥 　　　　　陳漢棟　林清風（97、98 年）

　　　　　黃絹美　蔡易甫　陳善德　蘇朝墩 秘 書 長：關季明

　　　　　趙金勳　劉漢容　蔡耀宗　余豐榮 副秘書長：林英賢

　　　　　張文昌　溫金光 專　　員：陳玄岳　楊芯瑜　荊德強　郭汗文

候補理事：林文燦　蔣大成　任克之 　　　　　張文煌　劉美玲

第三十八屆（99－ 101年）
理 事 長：楊錦洲 常務監事：盧淵源

常務理事：劉漢容　劉黎宗 監　　事：白賜清　高辛陽　蔡耀宗　陳玄愷

理　　事：曹志毅　黃絹美　張哲茂　張文昌 候補監事：蔡易甫

　　　　　黃清孝　蔣大成　林文燦　陸正平 秘 書 長：關季明

　　　　　余豐榮　陳文魁　溫金光　徐德政 副秘書長：林英賢

　　　　　蕭亞洲　蔡祥智 專　　員：陳玄岳　楊芯瑜　荊德強　郭汗文

候補理事：呂執中　林清風 　　　　　張文煌　劉美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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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九屆（102－ 104年）
理 事 長：盧淵源 監　　事：劉黎宗　曹志毅　黃絹美　余豐榮

常務理事：盧瑞彥　白賜清 候補監事：張文昌

理　　事：張文貴　陳玄愷　高辛陽　張有成 秘 書 長：關季明 (~103 年 9 月 )
　　　　　劉漢容　陳文魁　鄭春生　蕭亞洲 秘 書 長：林英賢 (103 年 10 月起 )
　　　　　蔡耀宗　張哲茂　蔡祥智　張起明 副秘書長：林英賢 (~103 年 9 月 )
　　　　　蔣大成　蔡易甫 專　　員：陳玄岳　楊芯瑜　荊德強 (101-102年 )
候補理事：張清波　林欽德　呂執中 　　　　　張文煌　劉美玲

常務監事：楊錦洲

第四十屆（105－ 107年）
理 事 長：劉黎宗 監　　事：陳文魁　廖岳祥　張哲茂　蔡祥智

常務理事：張有成　盧淵源 候補監事：江瑞清

理　　事：張文昌　盧瑞彥　楊錦洲　鄭春生 秘 書 長：林英賢 ( ～ 105 年 2 月 )
　　　　　張文貴　官生平　高辛陽　鄭富雄 秘 書 長：侯惠文 (105 年 3 月起 )
　　　　　黃絹美　白賜清　溫金光　呂執中 專　　員：陳玄岳 ( ～ 105 年 3 月 )
　　　　　林欽德　林文燦 　　　　　楊芯瑜　張文煌　劉美玲

候補理事：吳英志　陸正平　潘浙楠 辦 事 員：蔡宜均　洪沚筠 ( 均自 105 年 3 月起 )
常務監事：曹志毅

第四十一屆（108－ 110年）
理 事 長：楊錦洲

常務理事：張文昌　陳文魁

理　　事：余豐榮　呂執中　林英賢　林欽德

　　　　　張志平　張哲茂　曹志毅　陸正平

　　　　　湯玲郎　黃絹美　溫金光　劉黎宗

　　　　　潘浙楠　蔡祥智

候補理事：李逸湘　林文燦　官生平

常務監事：盧淵源 ( ～ 109 年 4 月 )
　　　　　張有成 ( 自 109 年 5 月起 )
監　　事：白賜清　鄭春生

　　　　　盧瑞彥 ( 自 109 年 4 月起 )
　　　　　高辛陽 ( 自 109 年 11 月 )
秘 書 長：陳介山

組　　長：楊芯瑜　張文煌　劉美玲

專　　員：蔡宜均　洪沚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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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屆各工作委員會主任委員暨召集人名錄

第一屆（53－ 54年）
品管獎評審委員會召集人：武希聖 出版委員會召集人：劉　振

第二屆（54－ 55年）
司選委員會召集人：吳道艮 年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吳道艮

品管獎評審委員會召集人：李柏齡 出版委員會召集人：馬東民

食品工業品質管制學術研討委員會召集人：林景明 電器工業品質管制學術研討委員會召集人：周春諒

藥品工業品質管制學術研討委員會召集人：胡褚鑑 紡織工業品質管制學術研討委員會召集人：陳洒洪

合板工業品質管制學術研討委員會召集人：歸文華

第三屆（55－ 56年）
司選委員會召集人：李柏齡 一般品管學術研討委員會主任委員：王崑山

年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向賢德 專業品管學術研討委員會主任委員：宋文襄

品管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李柏齡 機械工業小組召集人：徐光旭

財務委員會主任委員：武希聖 電器工業小組召集人：周春諒

會務發展計劃委員會主任委員：徐孳昌 食品工業小組召集人：洪碧山

會務服務委員會主任委員：馬東民 紡織工業小組召集人：尤　弘

出版委員會主任委員：徐啟行 化學工業小組召集人：李　堯

聯絡委員會主任委員：張源漳 藥品工業小組召集人：曲滋綱

編審委員會主任委員：吳玉印 其他工業小組召集人：沈紹祖

第四屆（56－ 57年）
司選委員會召集人：李柏齡 一般品管學術研討委員會主任委員：王崑山

年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程福鑄 專業品管學術研討委員會主任委員：宋文襄

品管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李柏齡 機械工業小組召集人：徐光旭

財務委員會主任委員：武希聖 電器工業小組召集人：周春諒

會務發展計劃委員會主任委員：徐孳昌 食品工業小組召集人：洪碧山

會務服務委員會主任委員：馬東民 紡織工業小組召集人：尤　弘

出版委員會主任委員：徐啟行 化學工業小組召集人：李　堯

聯絡委員會主任委員：張源漳 藥品工業小組召集人：曲滋綱

編審委員會主任委員：吳玉印 其他工業小組召集人：沈紹祖

第五屆（57－ 58年）
司選委員會召集人：李柏齡 年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李惟梁

品管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程福鑄 品管學術研討委員會主任委員：吳玉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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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委員會主任委員：魯庭樹 會員服務委員會主任委員：馬東民

出版委員會主任委員：趙國才 會務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徐孳昌

第六屆（58－ 59年）
司選委員會召集人：李柏齡 年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林景明

品管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宋文襄 會務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林秀雄

財務委員會主任委員：向賢德 
出版委員會主任委員：劉　振

第七屆（59－ 60年）
司選委員會召集人：高禩瑾 年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陳宗悌

品管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宋文襄 品管學術研討委員會主任委員：吳玉印

財務委員會主任委員：陳國琨 會員服務委員會主任委員：馬東民

出版委員會主任委員：劉　振 會務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鍾清章

第八屆（60－ 61年）
司選委員會召集人：傅貽椿 年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向賢德

品管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宋文襄 品管學術研討委員會主任委員：吳玉印

財務委員會主任委員：魯庭樹 會員服務委員會主任委員：馬東民

出版委員會主任委員：張源漳 會務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徐孳昌

第九屆（61－ 62年）
司選委員會召集人：傅貽椿 年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呂則仁

品管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宋文襄 品管學術研討委員會主任委員：吳玉印

品質管制月刊社社長：劉　振 會員服務委員會主任委員：魯庭樹

第十屆（62－ 63年）
司選委員會召集人：傅貽椿 年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宋文襄

品管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趙國才 品管學術研討委員會主任委員：吳玉印

品質管制月刊社社長：劉　振 會員服務委員會主任委員：吳昌樑

第十一屆（63－ 64年）
司選委員會召集人：傅貽椿 年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劉　振

品管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趙國才 品管學術研討委員會主任委員：李順救

品質管制月刊社社長：劉　振 會員服務委員會主任委員：吳昌樑

第十二屆（64－ 65年）
司選委員會召集人：房克成 年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林宗華

品管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魯庭樹 品管學術研討委員會主任委員：黃清孝

品質管制月刊社社長：劉　振 會員服務委員會主任委員：房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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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屆（65－ 66年）
司選委員會召集人：宋文襄 年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徐啟行

品管部長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施政楷 品管學術研討委員會主任委員：荊正維

品管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王晃三 會員服務委員會主任委員：房克成

品質管制月刊社社長：劉　振 
編輯委員會主任委員：王晃三

第十四屆（66－ 67年）
司選委員會召集人：宋文襄 編輯委員會主任委員：王晃三

品管部長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施政楷 年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王大倫

品管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宋文襄 品管學術研討委員會主任委員：王晃三

品質管制月刊社社長：劉　振 會員服務委員會主任委員：房克成

第十五屆（67－ 68年）
司選委員會召集人：宋文襄 編輯委員會主任委員：房克成

品管部長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施政楷 年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荊正維

品管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施政楷 品管學術研討委員會主任委員：楊金福

品質管制月刊社社長：劉　振 會員服務委員會主任委員：黃清孝

第十六屆（68－ 69年）
司選委員會召集人：宋文襄 英文出版小組召集人：盧瑞彥

年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嚴義雄 品管工程師考試籌備小組召集人：施政楷

品管部長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施政楷 品管工程師考試題庫小組召集人：林公孚

品管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宋文襄 會員資格審查小組召集人：張宗賜

論文獎評審小組召集人：陳文哲 品管叢書編審委員會主任委員：蘇義雄

品管研究小組召集人：蘇義雄 編輯委員會主任委員：房克成

第十七屆（69－ 70年）
司選委員會召集人：蘇義雄 編輯委員會主任委員：張定昌

品管部長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施政楷 會員資格審查小組召集人：張宗賜

品管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宋文襄 國際關係小組召集人：陳寬仁

品質管制工程師考試委員會主任委員：施政楷 品管工程師考試題庫小組召集人：林公孚

品管叢書編審委員會主任委員：蘇義雄 英文出版小組召集人：盧瑞彥

品管圈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房克成 品管工程／技術師聯誼小組召集人：姚繼岷

品管研究小組召集人：蘇義雄 年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陳有福

品管論文獎評審小組召集人：陳文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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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屆（70－ 71年）
司選委員會召集人：蘇義雄 可靠度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王治翰

品管部長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施政楷 編輯委員會主任委員：張定昌

品管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宋文襄 會員資格審查小組召集人：許武雄

品管工程師考試委員會主任委員：施政楷 國際關係小組召集人：陳寬仁

品管叢書編審委員會主任委員：蘇義雄 品管工程師考試題庫小組召集人：林公孚

品管圈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房克成 英文出版小組召集人：陳寬仁

品管研究小組召集人：蘇義雄 品管工程／技術師聯誼小組召集人：姚繼岷

品管論文獎評審小組召集人：陳文哲 年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陳文源

第十九屆（71－ 72年）
司選委員會召集人：白賜清 品管研究小組召集人：蘇義雄

品管部長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宋文襄 編輯委員會主任委員：張定昌

品管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劉仲勛 品管工程師考試題庫小組召集人：林公孚

品管工程師考試委員會主任委員：宋文襄 品管論文獎評審小組召集人：陳文哲

品管叢書編審委員會主任委員：陳寬仁 會員資格審查小組召集人：張有成

可靠度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王治翰 國際關係小組召集人：陳寬仁

品管教育訓練委員會主任委員：徐啟行 品管工程／技術師聯誼小組召集人：姚繼岷

品管圈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房克成 年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房克成

第二十屆（72－ 73年）
司選委員會召集人：白賜清 品管圈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房克成

品管部長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宋文襄 品管研究小組召集人：蘇義雄

品管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劉仲勛 品管工程師考試題庫小組召集人：吳社邦

品管工程師考試委員會主任委員：宋文襄 品管論文獎評審小組召集人：陳文哲

出版委員會主任委員：陳寬仁 會員資格審查小組召集人：張有成

可靠度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王治翰 國際關係小組召集人：韋端

品管教育訓練委員會主任委員：徐啟行 品管工程／技術師聯誼小組召集人：周邦雄

品管月刊編輯委員會主任委員：張定昌 年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韋端

第二十一屆（73－ 74年）
司選委員會召集人：白賜清 品管圈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房克成

品管部長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宋文襄 品管研究小組召集人：官生平

品管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劉仲勛 品管工程師考試題庫小組召集人：吳社邦

品管工程師考試委員會主任委員：宋文襄 品管論文獎評審小組召集人：陳文哲

出版委員會主任委員：陳寬仁 會員資格審查小組召集人：白賜清

可靠度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王治翰 國際關係小組召集人：韋端

　　　　　　　副主任委員：何耀成 品管工程／技術師聯誼小組召集人：周邦雄

品管教育訓練委員會主任委員：徐啟行 年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王晃三

品管月刊編輯委員會主任委員：張定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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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屆（74－ 75年）
司選委員會召集人：王治翰 會務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陳寬仁

品管部長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宋文襄 品管研究小組召集人：王晃三

品管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葉若春 品管工程師考試題庫小組召集人：劉　振

品管工程師考試委員會主任委員：宋文襄 品管論文獎評審小組召集人：陳文哲

出版委員會主任委員：蘇義雄 會員資格審查小組召集人：楊金福

可靠度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王治翰 國際關係小組召集人：鍾清章

品管教育訓練委員會主任委員：陳文化 品管工程／技術師聯誼小組召集人：周邦雄

品管圈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白賜清 年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楊金福

品管月刊編輯委員會主任委員：張定昌

第二十三屆（75－ 76年）
司選委員會召集人：王治翰 品管研究會主任委員：王晃三

部長品管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宋文襄 　　　　副主任委員：陳寬仁

品管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葉若春 品管服務委員會主任委員：趙仲延

　　　　　　　副主任委員：陳俊卿 　　　　　　副主任委員：顧振國

考試委員會主任委員：宋文襄 品管論文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陳文哲

　　　　副主任委員：劉　振 　　　　　　　　　副主任委員：劉漢容

出版委員會主任委員：蘇義雄 會員資格審查委員會主任委員：楊金福

　　　　副主任委員：官生平 國際關係委員會主任委員：鍾清章

可靠度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王治翰 　　　　　　副主任委員：黃清孝　盧瑞彥

　　　　　　　副主任委員：何耀成 品管工程／技術師聯誼委員會主任委員：周邦雄

教育訓練委員會主任委員：劉健雄 　　　　　　　　　　　　副主任委員：陳漢棟

　　　　　　副主任委員：張宗賜 品管月刊編輯委員會主任委員：張定昌

品管小組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白賜清 年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蔡易甫

　　　　　　　　副主任委員：廖方覩　周邦雄

第二十四屆（76－ 77年）
司選委員會召集人：王治翰 品管研究會主任委員：林公孚

部長品管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宋文襄 　　　　副主任委員：邱賜福

品管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胡裕同 品管服務委員會主任委員：趙仲延

　　　　　　　副主任委員：葉若春　陳俊卿 　　　　　　副主任委員：顧振國

考試委員會主任委員：宋文襄 品管論文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陳文哲

　　　　副主任委員：劉　振 會員資格審查委員會主任委員：周滄溟

出版委員會主任委員：蘇義雄 　　　　　　　　副主任委員：陳寬仁

　　　　副主任委員：官生平 國際關係委員會主任委員：鍾清章

可靠度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王治翰 　　　　　　副主任委員：黃清孝　盧瑞彥

　　　　　　　副主任委員：何耀成 品管工程／技術師聯誼委員會主任委員：周邦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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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訓練委員會主任委員：房克成 　　　　　　　　　　　　副主任委員：陳漢棟

　　　　　　副主任委員：劉健雄　張宗賜 品管月刊編輯委員會主任委員：張定昌

品管小組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白賜清 年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胡裕同

　　　　　　　　副主任委員：廖方覩　周邦雄

第二十五屆（77－ 78年）
司選委員會召集人：張有成 品管研究會主任委員：楊金福

部長品管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胡裕同 　　　　副主任委員：盧瑞彥　邱賜福

品管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葉若春 品管服務委員會主任委員：宋文襄

　　　　　　　副主任委員：陳俊卿　趙民德 　　　　　　副主任委員：官生平　陳世璉

考試委員會主任委員：蘇義雄 品管論文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陳文哲

出版委員會主任委員：林公孚 　　　　　　　　　副主任委員：盧淵源

　　　　副主任委員：張宗賜 會員資格審查委員會主任委員：周滄溟

可靠度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王治翰 國際關係委員會主任委員：鍾清章

　　　　　　　副主任委員：何耀成　盛其安 　　　　　　副主任委員：黃清孝　盧瑞彥

教育訓練委員會主任委員：房克成 田口式品質工程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鍾清章

　　　　　　副主任委員：何耀成　張宗賜 　　　　　　　　　　　副主任委員：陳長福

品管小組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白賜清 品管月刊編輯委員會主任委員：張定昌

　　　　　　　　副主任委員：廖方覩　廖本盛 年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盛其安

第二十六屆（78－ 79年）
司選委員會召集人：葉若春 品管小組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白賜清

會務設計委員會主任委員：胡裕同 　　　　　　　　副主任委員：廖方覩　廖本盛

部長品管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胡裕同 品管研究會主任委員：楊金福

品管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葉若春 　　　　副主任委員：盧瑞彥　邱賜福

　　　　　　　副主任委員：陳俊卿　趙民德 品管服務委員會主任委員：宋文襄

品管論文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陳文哲 　　　　　　副主任委員：官生平　陳世璉

　　　　　　　　　副主任委員：盧淵源 會員資格審查委員會主任委員：周滄溟

考試委員會主任委員：鍾清章 國際關係委員會主任委員：鍾清章

出版委員會主任委員：林公孚 　　　　　　副主任委員：黃清孝　盧瑞彥

　　　　副主任委員：張宗賜 田口式品質工程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鍾清章

可靠度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王治翰 　　　　　　　　　　　副主任委員：官生平　李傳政

　　　　　　　副主任委員：何耀成　盛其安 品管月刊編輯委員會主任委員：張定昌

教育訓練委員會主任委員：張有成 年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盧淵源

　　　　　　副主任委員：謝財源

第二十七屆（79－ 80年）
司選委員會召集人：葉若春 品管小組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白賜清

會務設計委員會主任委員：胡裕同 　　　　　　　　副主任委員：廖方覩　李成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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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長品管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王治翰 品管研究會主任委員：蘇義雄

品管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葉若春 　　　　副主任委員：林公孚　李景文

　　　　　　　副主任委員：趙民德 品管服務委員會主任委員：張有成

品管論文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陳文哲 　　　　　　副主任委員：官生平　陳世璉

　　　　　　　　　副主任委員：盧淵源 會員資格審查委員會主任委員：陳天鑫

考試委員會主任委員：宋文襄 國際關係委員會主任委員：鍾清章

出版委員會主任委員：林公孚 　　　　　　副主任委員：黃清孝　來新陽

　　　　副主任委員：張宗賜 田口式品質工程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鍾清章

可靠度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何耀成 　　　　　　　　　　　副主任委員：盛其安

　　　　　　　副主任委員：盛其安　謝財源 檢試技術委員會主任委員：來新陽

教育訓練委員會主任委員：王晃三 　　　　　　副主任委員：陳弘毅　黃瑞耀

　　　　　　副主任委員：張有成 年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林蔚山

品管月刊編輯委員會主任委員：張定昌

第二十八屆（80－ 81年）
司選委員會召集人：林文仁 品管小組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白賜清

會務設計委員會主任委員：胡裕同 　　　　　　　　副主任委員：廖方覩　林清風

部長品管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王治翰 品管研究會主任委員：蘇義雄

品管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葉若春 　　　　副主任委員：林公孚　楊錦洲　李景文

　　　　　　　副主任委員：張有成 品管服務委員會主任委員：張有成

品管論文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陳文哲 　　　　　　副主任委員：官生平　陳世璉

　　　　　　　　　副主任委員：盧淵源 會員資格審查委員會主任委員：陳天鑫

考試委員會主任委員：宋文襄 國際關係委員會主任委員：鍾清章

出版委員會主任委員：林公孚 　　　　　　副主任委員：黃清孝　盧瑞彥　蘇錦夥

　　　　副主任委員：戴久永 田口式品質工程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鍾清章

可靠度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何耀成 　　　　　　　　　　　副主任委員：楊錦洲

　　　　　　　副主任委員：盛其安　謝財源 檢試技術委員會主任委員：來新陽

教育訓練委員會主任委員：王晃三 　　　　　　副主任委員：陳弘毅　黃瑞耀

　　　　　　副主任委員：陳世璉　鍾漢清 年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胡坤德

品管月刊編輯委員會主任委員：張定昌

第二十九屆（81－ 82年）
司選委員會召集人：宋文襄 品管小組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廖方覩

會務設計委員會主任委員：王治翰 　　　　　　　　副主任委員：林清風　周邦雄

部長品管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白賜清 品管研究會主任委員：蘇義雄

品管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葉若春 　　　　副主任委員：林公孚　楊錦洲　劉原超

　　　　　　　副主任委員：張有成 品管服務委員會主任委員：宋文襄

品管論文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陳文哲 　　　　　　副主任委員：官生平　陳世璉

　　　　　　　　　副主任委員：盧淵源 會員資格審查委員會主任委員：陳天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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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委員會主任委員：宋文襄 國際關係委員會主任委員：鍾清章

出版委員會主任委員：林公孚 　　　　　　副主任委員：蘇錦夥　黃清孝　沙永傑

　　　　副主任委員：戴久永 田口式品質工程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鍾清章

可靠度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何耀成 　　　　　　　　　　　副主任委員：楊錦洲

　　　　　　　副主任委員：盛其安　謝財源 檢試技術委員會主任委員：來新陽

教育訓練委員會主任委員：王晃三 　　　　　　副主任委員：陳弘毅　黃瑞耀

　　　　　　副主任委員：陳世璉　張有成 年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童甲春

品管月刊編輯委員會主任委員：蘇義雄

第三十屆（82－ 83年）
司選委員會召集人：宋文襄 品管小組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廖方覩

會務設計委員會主任委員：白賜清 　　　　　　　　副主任委員：林清風　周邦雄

部長品管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王晃三 品管研究會主任委員：劉原超

品管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葉若春 　　　　副主任委員：楊錦洲　李景文

　　　　　　　副主任委員：張有成 會員委員會主任委員：蘇錦夥

品管論文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陳文哲 　　　　副主任委員：葉　甦　蔡耀宗

　　　　　　　　　 副主任委員：盧淵源 國際關係委員會主任委員：鍾清章

考試委員會主任委員：宋文襄 　　　　　　副主任委員：蘇錦夥　黃清孝　沙永傑

出版委員會主任委員：林公孚 田口式品質工程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鍾清章

　　　　副主任委員：楊金福　戴久永 　　　　　　　　　　　副主任委員：楊錦洲　黃廷彬

可靠度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王治翰 檢試技術委員會主任委員：來新陽

　　　　　　　副主任委員：何耀成　盛其安 　　　　　　副主任委員：陳弘毅　黃瑞耀

教育訓練委員會主任委員：陳世璉 服務業品質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楊錦洲

　　　　　　副主任委員：陳寬仁　田墨忠 　　　　　　　　　副主任委員：廖方覩　王學銘

品管月刊編輯委員會主任委員：蘇義雄 年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謝天下

第三十一屆（83－ 84年）
司選委員會召集人：宋文襄 品管小組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廖方覩

會務設計委員會主任委員：王治翰 　　　　　　　　副主任委員：陳龍祥　葉雄雲

　　　　　　副主任委員：房克成 品管研究會主任委員：白賜清

經濟部部長品管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王晃三 　　　　副主任委員：劉健雄　劉黎宗

品管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葉若春 會員委員會主任委員：蘇錦夥

　　　　　　　副主任委員：張有成 　　　　副主任委員：葉　甦　蔡耀宗

品管論文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盧淵源 國際關係委員會主任委員：鍾清章

　　　　　　　　　副主任委員：趙民德 　　　　　　副主任委員：黃清孝　沙永傑

考試委員會主任委員：宋文襄 田口式品質工程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鍾清章

　　　　副主任委員：陳文哲　廖本盛 　　　　　　　　　　　副主任委員：黃廷彬　江瑞清

出版委員會主任委員：戴久永 檢試技術委員會主任委員：來新陽

可靠度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何耀成 　　　　　　副主任委員：周念陵

　　　　　　　副主任委員：盛其安 服務業品質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楊錦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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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訓練委員會主任委員：宋文襄 　　　　　　　　　副主任委員：廖方覩　王學銘

　　　　　　副主任委員：白賜清　葉　甦 品管標準委員會主任委員：林清風

品管月刊編輯委員會主任委員：林公孚 　　　　　　副主任委員：彭鴻霖

驗證推行工作小組主任委員：黃瑞耀 年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鄧啟福

　　　　　　　副主任委員：陳漢棟

第三十二屆（84－ 85年）
司選委員會召集人：張有成 品管研究會主任委員：白賜清

會務設計委員會主任委員：王晃三 ISO 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盛其安

　　　　　　副主任委員：白賜清 　　　　　　副主任委員：王宗華　林清風

經濟部部長品管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王晃三 國際關係委員會主任委員：沙永傑

品管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宋文襄 　　　　　　副主任委員：李景文

　　　　　　　副主任委員：葉若春 田口式品質工程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鍾清章

品管論文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陳文哲 　　　　　　　　　　　副主任委員：黃廷彬　江瑞清

　　　　　　　　　副主任委員：趙民德　盧淵源服務業品質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楊錦洲

考試委員會主任委員：張有成 　　　　　　　　　副主任委員：白健二　林耀煌

　　　　副主任委員：白賜清 品管研發專款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鍾清章

出版委員會主任委員：陳光辰 可靠度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王治翰

　　　　副主任委員：蘇錦夥　翁田山 　　　　　　　副主任委員：楊啟杰　張清靠

教育訓練委員會主任委員：盧瑞彥 年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陳維昭

　　　　　　副主任委員：廖方覩 
品管月刊編輯委員會主任委員：林公孚 
　　　　　　　　副主任委員：戴久永　張忠樸

第三十三屆（85－ 86年）
司選委員會召集人：鍾清章 品管研究會主任委員：趙民德

會務設計委員會主任委員：鍾清章 ISO 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林能中

　　　　　　副主任委員：白賜清 　　　　　　副主任委員：張有成　林清風

經濟部部長品管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高辛陽 國際關係委員會主任委員：沙永傑

品管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宋文襄 　　　　　　副主任委員：李景文　黃清孝

　　　　　　　副主任委員：葉若春 田口式品質工程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鍾清章

品管論文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林公孚 　　　　　　　　　　　副主任委員：黃廷彬　江瑞清

　　　　　　　　　副主任委員：蘇耀新 服務業品質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楊錦洲

考試委員會主任委員：張有成 　　　　　　　　　副主任委員：白賜清

　　　　副主任委員：白賜清 品管研發專款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高辛陽

出版委員會主任委員：盧瑞彥 可靠度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王治翰

　　　　副主任委員：林公孚 　　　　　　　　副主任委員：楊啟杰　王宗華

教育訓練委員會主任委員：廖方覩 品管月刊編輯委員會主任委員：白賜清

　　　　　　副主任委員：林清風 　　　　　　　　副主任委員：戴久永　張忠樸

 年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翁政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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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屆（87－ 89年）
司選委員會召集人：王晃三 ISO 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林清風

會務設計委員會主任委員：高辛陽 　　　　　　副主任委員：張有成　范姜正延

　　　　　　副主任委員：葉若春 國際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李景文

經濟部部長品管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葉若春 　　　　　　副主任委員：黃清孝　蘇朝墩

品管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宋文襄 品質工程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江瑞清

　　　　　　　副主任委員：來新陽 　　　　　　　　副主任委員：黃廷彬　蘇朝墩

品管論文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趙民德 服務業品質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楊錦洲

　　　　　　　　　副主任委員：鄭春生 　　　　　　　　　副主任委員：白賜清

考試委員會主任委員：張有成 研發專款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葉若春

　　　　副主任委員：白賜清 可靠度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王治翰

出版委員會主任委員：盧瑞彥 　　　　　　　副主任委員：楊啟杰　張啟明

　　　　副主任委員：林公孚 品管月刊編輯委員會主任委員：白賜清

教育訓練委員會主任委員：廖方覩 　　　　　　　　副主任委員：楊素芬　黃財明

　　　　　　副主任委員：林清風 兩岸交流委員會主任委員：林公孚

品質研究會主任委員：蔡耀宗 　　　 　　 副主任委員：王晃三　陳寬仁

　　　　副主任委員：林公孚　李景文 年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87 年王國明

　　　　　　　　　　　　　　　　　　　　　　　　　　　　　　　　　　 88 年王亢沛

　　　　　　　　　　　　　　　　　　　　　　　　　　　　　　　　　　 89 年葉若春

第三十五屆（90年）
司選委員會召集人：王晃三 ISO 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林清風

會務設計委員會主任委員：高辛陽 　　　　　　副主任委員：張有成　范姜正延

　　　　　　副主任委員：葉若春 國際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李景文

經濟部部長品管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葉若春 　　　　　　副主任委員：黃清孝　蘇朝墩

品管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宋文襄 品質工程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江瑞清

　　　　　　　副主任委員：來新陽 　　　　　　　　副主任委員：黃廷彬　蘇朝墩

品管論文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鄭春生 服務業品質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楊錦洲

　　　　　　　　　副主任委員：蘇朝墩 　　　　　　　　　副主任委員：白賜清

考試委員會主任委員：張有成 研發專款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葉若春

　　　　副主任委員：楊素芬 可靠度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王治翰

出版委員會主任委員：盧瑞彥 　　　　　　　　副主任委員：張啟明　王宗華

　　　　副主任委員：林公孚 品管月刊編輯委員會主任委員：白賜清

教育訓練委員會主任委員：廖方覩 　　　　　　　　副主任委員：楊素芬　黃財明

　　　　　　副主任委員：林清風 兩岸交流委員會主任委員：林公孚

品質研究會主任委員：蔡耀宗 　　　　　　副主任委員：王晃三　陳寬仁

　　　　副主任委員：林公孚　李景文 年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劉維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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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屆（91年）
司選委員會召集人：王晃三 ISO 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林清風

會務設計委員會主任委員：高辛陽 　　　　　　副主任委員：張有成　范姜正延

　　　　　　副主任委員：葉若春 國際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李景文

經濟部部長品管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葉若春 　　　　　　副主任委員：黃清孝　蘇朝墩

品管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宋文襄 品質工程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江瑞清

　　　　　　　副主任委員：來新陽 　　　　　　　　副主任委員：黃廷彬　蘇朝墩

品管論文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鄭春生 服務業品質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楊錦洲

　　　　　　　　　副主任委員：蘇朝墩 　　　　　　　　　副主任委員：白賜清

考試委員會主任委員：曹志毅 研發專款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葉若春

　　　　副主任委員：楊素芬 可靠度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王治翰

出版委員會主任委員：盧瑞彥 　　　　　　　　副主任委員：張啟明　王宗華

　　　　副主任委員：林公孚 品質月刊編輯委員會主任委員：白賜清

教育訓練委員會主任委員：廖方覩 　　　　　　　　副主任委員：楊素芬　黃財明

　　　　　　副主任委員：林清風 兩岸交流委員會主任委員：林公孚

品質研究會主任委員：蔡耀宗 　　　　　　副主任委員：王晃三　陳寬仁

　　　　副主任委員：林公孚　李景文 年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劉安之

軟體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張文貴 
　　　　　　副主任委員：林信惠　陳振南

第三十五屆（92年）
司選委員會召集人：宋文襄 認證委員會主任委員：林清風

會務設計委員會主任委員：葉若春 　　　　　　　　副主任委員：張有成　范姜正延

　　　　　　副主任委員：王治翰 國際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趙民德　蘇朝墩

經濟部部長品管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王治翰 　　　　　　副主任委員：黃清孝　陳穆臻

品管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宋文襄 經營品質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杜茂雄

　　　　　　　副主任委員：來新陽 服務業品質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楊錦洲

品質論文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鄭春生 　　　　　　　　　副主任委員：白賜清

　　　　　　　　　副主任委員：蘇朝墩 研發專款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王治翰

考試委員會主任委員：曹志毅 可靠度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張起明

　　　　副主任委員：楊素芬 　　　　　　　　副主任委員：王宗華　吳孝三

出版委員會主任委員：翁清水 品質月刊編輯委員會主任委員：白賜清

　　　　副主任委員：林公孚 　　　　　　　　副主任委員：楊素芬　黃財明

軟體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張文貴 兩岸交流委員會主任委員：林公孚、江瑞清

　　　　　　副主任委員：孫百佑　吳明機 　　　　副主任委員：王晃三　陳寬仁

品質研究會主任委員：蔡耀宗 年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熊慎幹

　　　　副主任委員：林公孚　陳世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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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屆（93年）
司選委員會召集人：張有成 國際委員會主任委員：王治翰

會務設計委員會主任委員：王治翰 　　　　副主任委員：蘇朝墩

　　　　　　副主任委員：盧淵源 經營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杜茂雄

品質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高辛陽 服務業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楊錦洲

　　　　　　　副主任委員：來新陽 　　　　　　　副主任委員：白賜清

論文委員會主任委員：蘇朝墩 研發專款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盧淵源

考試委員會主任委員：曹志毅 可靠度委員會主任委員：張起明

　　　　副主任委員：張文貴 　　　　　副主任委員：王宗華　吳孝三

出版委員會主任委員：翁清水 品質月刊編輯委員會主任委員：白賜清

軟體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張文貴 　　　　　　　　副主任委員：楊素芬　黃財明

　　　　　　副主任委員：孫百佑　吳明機 兩岸交流委員會主任委員：宋文襄

品質研究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王晃三 　　　　　　副主任委員：葉若春

標準化委員會主任委員：林清風 年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黃英忠

　　　　　副主任委員：張有成　范姜正廷

第三十六屆（94年）
司選委員會召集人：張有成 國際委員會主任委員：王治翰

會務設計委員會主任委員：王治翰 　　　　副主任委員：蘇朝墩

　　　　　　副主任委員：盧淵源 經營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杜茂雄

品質獎委員會主任委員：高辛陽 服務業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楊錦洲

　　　　　副主任委員：來新陽 　　　　　　　副主任委員：白賜清

論文委員會主任委員：蘇朝墩 研發專款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盧淵源

考試委員會主任委員：曹志毅 可靠度委員會主任委員：張起明

　　　　副主任委員：張文貴 　　　　　副主任委員：王宗華　吳孝三

出版委員會主任委員：王雪明 品質月刊編輯委員會主任委員：白賜清

軟體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張文貴 　　　　　　　　副主任委員：楊素芬　黃財明

　　　　　　副主任委員：孫百佑　吳明機 兩岸交流委員會主任委員：蔡耀宗

品質研究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王晃三 　　　　　　副主任委員：宋文襄

標準化委員會主任委員：林清風 年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盧淵源

　　　　　副主任委員：張有成　范姜正廷

第三十六屆（95年）
司選委員會召集人：張有成 國際委員會主任委員：王治翰

會務設計委員會主任委員：王治翰 　　　　副主任委員：蘇朝墩

　　　　　　副主任委員：盧淵源 經營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杜茂雄

品質獎委員會主任委員：高辛陽 服務業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楊錦洲

　　　　　副主任委員：來新陽 　　　　　　　副主任委員：白賜清

論文委員會主任委員：蘇朝墩 研發專款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盧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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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委員會主任委員：曹志毅 可靠度委員會主任委員：張起明

　　　　副主任委員：張文貴 　　　　　副主任委員：王宗華　吳孝三

出版委員會主任委員：王雪明 品質月刊編輯委員會主任委員：白賜清

軟體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張文貴 　　　　　　　　副主任委員：楊素芬　黃財明

　　　　　　副主任委員：孫百佑　吳明機 兩岸交流委員會主任委員：蔡耀宗

品質研究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王晃三 　　　　　　副主任委員：宋文襄

標準化委員會主任委員：林清風 教育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陳善德

　　　　　副主任委員：張有成　范姜正廷 台灣顧客滿意研究委員會主任委員：李友錚

 年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陳坤盛

第三十七屆（96年）
司選委員會召集人：張有成 國際委員會主任委員：王治翰

會務設計委員會主任委員：盧淵源 　　　　副主任委員：黃孝清

　　　　　　副主任委員：張文貴 經營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吳英志

品質獎委員會主任委員：高辛陽 服務業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楊錦洲

　　　　　副主任委員：來新陽 　　　　　　　副主任委員：白賜清

論文委員會主任委員：范書愷 研發專款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盧淵源

　　　　副主任委員：陳穆臻 可靠度委員會主任委員：張起明

考試委員會主任委員：曹志毅 　　　　　副主任委員：吳孝三　鄭純媛

　　　　副主任委員：劉黎宗 品質月刊編輯委員會主任委員：白賜清

出版委員會主任委員：王雪明 　　　　　　　　副主任委員：黃財明　楊素芬

軟體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黃世禎 兩岸交流委員會主任委員：蔡耀宗

　　　　　　副主任委員：孫百佑　吳明機 教育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陳善德

品質研究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王晃三 　　　　　　副主任委員：曾憲政　王晃三　李惠銘

　　　　　　　　副主任委員：林公孚 中區工作委員會主任委員：余豊榮

標準化委員會主任委員：范姜正廷 　　　　　　副主任委員：林文燦　林政榮　張清波

　　　　　副主任委員：林清風　洪英賢 年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曾憲政

第三十七屆（97年）
司選委員會召集人：張有成 經營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吳英志

會務設計委員會主任委員：盧淵源 服務業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楊錦洲

　　　　　　副主任委員：張文貴 　　　　　　　副主任委員：白賜清

品質獎委員會主任委員：高辛陽 研發專款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盧淵源

　　　　　副主任委員：來新陽 可靠度委員會主任委員：張起明

論文委員會主任委員：范書愷 　　　　　副主任委員：吳孝三　鄭純媛

　　　　副主任委員：陳穆臻 品質月刊編輯委員會主任委員：陳穆臻

考試委員會主任委員：曹志毅 　　　　　　　　副主任委員：林義貴

　　　　副主任委員：劉黎宗 兩岸交流委員會主任委員：蔡耀宗

軟體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黃世禎 教育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陳善德

　　　　　　副主任委員：孫百佑　吳明機 　　　　　　副主任委員：曾憲政、王晃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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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研究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王晃三 　　　　　　　　　　　　李惠銘

　　　　　　　　副主任委員：林公孚 中區工作委員會主任委員：余豊榮

標準化委員會主任委員：范姜正廷 　　　　　　副主任委員：林文燦、林政榮

　　　　　副主任委員：林清風　洪英賢 　　　　　　　　　　　　張清波

國際委員會主任委員：王治翰 年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盧昆宏

　　　　副主任委員：黃清孝

第三十七屆（98年）
司選委員會召集人：張有成 經營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吳英志

會務設計委員會主任委員：盧淵源 服務業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楊錦洲

　　　　　　副主任委員：張文貴 　　　　　　　副主任委員：白賜清

品質獎委員會主任委員：高辛陽 研發專款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盧淵源

　　　　　副主任委員：來新陽 可靠度委員會主任委員：張起明

論文委員會主任委員：范書愷 　　　　　副主任委員：吳孝三　鄭純媛

　　　　副主任委員：陳穆臻 品質月刊編輯委員會主任委員：陳穆臻

考試委員會主任委員：曹志毅 　　　　　　　　副主任委員：林義貴

　　　　副主任委員：劉黎宗 兩岸交流委員會主任委員：蔡耀宗

軟體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黃世禎 教育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陳善德

　　　　　　副主任委員：孫百佑　吳明機 　　　　　　副主任委員：曾憲政、王晃三

品質研究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王晃三 　　　　　　　　　　　　李惠銘

　　　　　　　　副主任委員：林公孚 中區工作委員會主任委員：余豊榮

標準化委員會主任委員：范姜正廷 　　　　　　副主任委員：林文燦、張清波

　　　　　副主任委員：林清風　洪英賢 　　　　　　　　　　　　蔡文昌

國際委員會主任委員：王治翰 年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張文貴

　　　　副主任委員：黃清孝

第三十八屆（99年）
司選委員會召集人：盧淵源 經營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吳英志

諮議委員會主任委員：張文貴 服務業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柯火烈

　　　　副主任委員：楊錦洲 　　　　　　　副主任委員：白賜清、陳玄愷

品質獎委員會主任委員：高辛陽 研發專款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盧淵源

　　　　　副主任委員：來新陽 可靠度委員會主任委員：張起明

論文委員會主任委員：陳啟光 　　　　　副主任委員：吳孝三

　　　　副主任委員：蔡介元 品質月刊編輯委員會主任委員：潘忠煜

考試委員會主任委員：劉黎宗 　　　　　　　　副主任委員：林宏達

　　　　副主任委員：黃絹美 兩岸交流委員會主任委員：蔡耀宗

軟體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陳振楠 教育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陳善德

標準化委員會主任委員：范姜正廷 　　　　　　副主任委員：曾憲政、王治翰

　　　　　副主任委員：林清風　洪英賢 中區工作委員會主任委員：林文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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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委員會主任委員：盧淵源 　　　　　　副主任委員：陳玄愷、余豐榮

　　　　副主任委員：蕭亞洲 　　　　　　　　　　　　吳信宏、蔡文昌

教育訓練委員會主任委員：江瑞清 年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楊錦洲

　　　　　　副主任委員：詹昭雄、彭政文

第三十八屆（100年）
司選委員會召集人：盧淵源 服務業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柯火烈

諮議委員會主任委員：張文貴 　　　　　　　副主任委員：白賜清、陳玄愷

　　　　副主任委員：楊錦洲 研發專款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盧淵源

品質獎委員會主任委員：高辛陽 可靠度委員會主任委員：張起明

　　　　　副主任委員：來新陽 　　　　　副主任委員：吳孝三

論文委員會主任委員：陳啟光 品質月刊編輯委員會主任委員：潘忠煜

　　　　副主任委員：蔡介元 　　　　　　　　總編輯：關季明

考試委員會主任委員：劉黎宗 兩岸交流委員會主任委員：蔡耀宗

　　　　副主任委員：黃絹美 教育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陳善德

軟體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陳振楠 　　　　　　副主任委員：曾憲政、王治翰

標準化委員會主任委員：范姜正廷 中區工作委員會主任委員：林文燦

　　　　　副主任委員：林清風　洪英賢 　　　　　　副主任委員：陳玄愷、余豐榮

國際委員會主任委員：盧淵源 　　　　　　　　　　　　吳信宏、蔡文昌

　　　　副主任委員：蕭亞洲 年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楊錦洲

經營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吳英志

第三十八屆（101年）
司選委員會召集人：盧淵源 服務業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柯火烈

諮議委員會主任委員：張文貴 　　　　　　　副主任委員：白賜清、陳玄愷

　　　　副主任委員：楊錦洲 
品質獎委員會主任委員：高辛陽 品質月刊編輯委員會主任委員：潘忠煜

　　　　　副主任委員：來新陽 　　　　　　　　總編輯：關季明

論文委員會主任委員：吳信宏 兩岸交流委員會主任委員：蔡耀宗

考試委員會主任委員：劉黎宗 　　　　　　副主任委員：翁辰修

　　　　副主任委員：黃絹美 教育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陳善德

軟體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陳振楠 　　　　　　副主任委員：曾憲政、王治翰

標準化委員會主任委員：范姜正廷 中區工作委員會主任委員：林文燦

國際委員會主任委員：盧淵源 　　　　　　副主任委員：陳玄愷、余豐榮

經營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吳英志 　　　　　　　　　　　　吳信宏、蔡文昌

可靠度委員會主任委員：張起明 年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楊錦洲

　　　　　副主任委員：吳孝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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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九屆（102年）
司選委員會召集人：楊錦洲 可靠度委員會主任委員：張起明

諮議委員會主任委員：楊錦洲 　　　　　副主任委員：吳孝三

　　　　副主任委員：盧淵源 服務業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蕭亞洲

品質獎委員會主任委員：高辛陽 　　　　　　　副主任委員：白賜清、陳玄愷

　　　　　副主任委員：來新陽 品質月刊發行人：盧淵源

論文委員會主任委員：鄭春生 　　　　　　　　總編輯：關季明

考試委員會主任委員：劉黎宗 兩岸交流委員會主任委員：蔡耀宗

　　　　副主任委員：黃絹美 　　　　　　副主任委員：翁辰修

軟體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陳振楠 教育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陳善德

　　　　　　副主任委員：吳黎權 　　　　　　副主任委員：曾憲政、王治翰

標準化委員會主任委員：范姜正廷 中區工作委員會主任委員：林文燦

國際委員會主任委員：王治翰 　　　　　　副主任委員：陳玄愷、余豐榮

經營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吳英志 　　　　　　　　　　　　吳信宏、蔡文昌

 年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盧淵源

第三十九屆（103年）
司選委員會召集人：楊錦洲 經營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吳英志

諮議委員會主任委員：楊錦洲 可靠度委員會主任委員：張起明

　　　　副主任委員：盧淵源 　　　　　副主任委員：吳孝三

品質獎委員會主任委員：高辛陽 服務業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蕭亞洲

　　　　　副主任委員：來新陽 　　　　　　　副主任委員：林公孚

論文委員會主任委員：鄭春生 品質月刊發行人：盧淵源

考試委員會主任委員：劉黎宗 　　　　　　　　總編輯：關季明、林英賢

　　　　副主任委員：陳文魁 兩岸交流委員會主任委員：蔡耀宗

軟體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陳振楠 中區工作委員會主任委員：林文燦

　　　　　　副主任委員：吳黎權 　　　　　　副主任委員：余豐榮、紀國庫

標準化委員會主任委員：范姜正廷 　　　　　　　　　　　　吳信宏、蔡文昌

國際委員會主任委員：王治翰 年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盧淵源

第三十九屆（104年）
司選委員會召集人：楊錦洲 經營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吳英志

諮議委員會主任委員：楊錦洲 可靠度委員會主任委員：張起明

　　　　副主任委員：盧淵源 　　　　　副主任委員：吳孝三

品質獎委員會主任委員：高辛陽 服務業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蕭亞洲

　　　　　副主任委員：來新陽 　　　　　　　副主任委員：林公孚

論文委員會主任委員：鄭春生 品質月刊發行人：盧淵源

考試委員會主任委員：劉黎宗 　　　　　　　　總編輯：林英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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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主任委員：陳文魁 兩岸交流委員會主任委員：蔡耀宗

軟體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陳振楠 中區工作委員會主任委員：林文燦

　　　　　　副主任委員：吳黎權 　　　　　　副主任委員：余豐榮、紀國庫

標準化委員會主任委員：范姜正廷 　　　　　　　　　　　　吳信宏、蔡文昌

國際委員會主任委員：王治翰 年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林文燦

第四十屆（105年）
會士會議召集委員：鍾清章 標準化委員會主任委員：林欽德

　　　副召集委員：張有成 國際關係委員會主任委員：王治翰

司選委員會召集人：曹志毅 　　　　　　副主任委員：楊錦洲

諮議委員會主任委員：盧淵源 經營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吳英志

　　　　副主任委員：劉黎宗 可靠度委員會主任委員：張起明

品質獎委員會主任委員：高辛陽 　　　　　副主任委員：吳孝三

　　　　　副主任委員：來新陽 　　　　　副主任委員：崔海平

論文委員會主任委員：鄭春生 服務業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湯玲郎

考試委員會主任委員：張文昌 中區工作委員會主任委員：吳益銓

　　　　副主任委員：張有成 年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呂執中

軟體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陳振楠 

第四十屆（106年）
會士會議召集委員：張有成 可靠度委員會主任委員：張起明

　　　副召集委員：來新陽 　　　　　副主任委員：吳孝三

司選委員會召集人：曹志毅 　　　　　副主任委員：崔海平

諮議委員會主任委員：盧淵源 考試委員會主任委員：張文昌

　　　　副主任委員：劉黎宗 　　　　副主任委員：張有成

品質獎委員會主任委員：高辛陽 論文委員會主任委員：鄭春生

　　　　　副主任委員：來新陽 經營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吳英志

品質研究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來新陽 標準化委員會主任委員：林欽德

國際關係委員會主任委員：王治翰 軟體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錢鉦津

　　　　　　副主任委員：楊錦洲 中區工作委員會主任委員：吳益銓

經營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吳英志 年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鄭春生

服務業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湯玲郎 

第四十屆（107年）
會士會議召集委員：來新陽 可靠度委員會主任委員：張起明

　　　副召集委員：林公孚 　　　　　副主任委員：吳孝三

司選委員會召集人：曹志毅 　　　　　副主任委員：崔海平

諮議委員會主任委員：盧淵源 經營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吳英志

　　　　副主任委員：劉黎宗 服務業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湯玲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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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獎委員會主任委員：高辛陽 考試委員會主任委員：張文昌

　　　　　副主任委員：來新陽 　　　　副主任委員：張有成

品質研究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來新陽 標準化委員會主任委員：林欽德

國際關係委員會主任委員：王治翰 軟體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錢鉦津

　　　　　　副主任委員：楊錦洲 中區工作委員會主任委員：吳益銓

論文委員會主任委員：鄭春生 年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王逸琦

第四十一屆（108年）
會士會議召集委員：林公孚 課程規劃委員會主任委員：余豐榮

　　　副召集委員：曹志毅 　　　　　　副主任委員：張文昌

司選委員會召集人：盧淵源 　　　　　　副主任委員：游素珍

諮議委員會主任委員：劉黎宗 可靠度委員會主任委員：彭鴻霖

　　　　副主任委員：楊錦洲 　　　　　副主任委員：廖德銘

品質獎委員會主任委員：高辛陽 服務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湯玲郎

　　　　　副主任委員：許聰鑫 考試委員會主任委員：張文昌

品質研究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來新陽 　　　　　副主任委員：張有成

國際關係委員會主任委員：呂執中 標準化委員會主任委員：林欽德

　　　　　　副主任委員：林文燦 軟體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陳皆成

經營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吳英志 中區工作委員會主任委員：吳益銓

品質專案規畫委員會主任委員：官生平 年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周永燦

論文委員會主任委員：鄭春生

第四十一屆（109年）
會士會議召集委員：曹志毅

　　　副召集委員：盧瑞彥

司選委員會召集人：張有成

諮議委員會主任委員：劉黎宗

　　　　副主任委員：楊錦洲

品質獎委員會主任委員：高辛陽

　　　　　副主任委員：許聰鑫

品質研究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來新陽

國際關係委員會主任委員：呂執中

　　　　　　副主任委員：林文燦

經營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吳英志

品質專案規畫委員會主任委員：官生平

論文委員會主任委員：鄭春生

品質月刊委員會：白賜清

課程規劃委員會主任委員：余豐榮

　　　　　　副主任委員：張文昌

　　　　　　副主任委員：游素珍

可靠度委員會主任委員：彭鴻霖

　　　　　副主任委員：廖德銘

服務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湯玲郎

考試委員會主任委員：張文昌

　　　　副主任委員：張有成

標準化委員會主任委員：林欽德

軟體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陳皆成

中區工作委員會主任委員：吳益銓

大數據品質應用委員會：鄒慶士

年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陳宜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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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一屆（110年）
會士會議召集委員：盧瑞彥

　　　副召集委員：蘇義雄

司選委員會召集人：張有成

諮議委員會主任委員：劉黎宗

　　　　副主任委員：楊錦洲

品質獎委員會主任委員：許聰鑫

品質研究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來新陽

國際關係委員會主任委員：呂執中

　　　　　　副主任委員：林文燦

經營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吳英志

品質專案規畫委員會主任委員：官生平

論文委員會主任委員：鄭春生

品質月刊委員會：白賜清

課程規劃委員會主任委員：余豐榮

　　　　　　副主任委員：張文昌

　　　　　　副主任委員：游素珍

可靠度委員會主任委員：彭鴻霖

　　　　　副主任委員：廖德銘

服務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湯玲郎

考試委員會主任委員：張文昌

　　　　副主任委員：張有成

標準化委員會主任委員：林欽德

軟體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潘城武

大數據品質應用委員會：鄒慶士

中區工作委員會主任委員：吳益銓

年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陳百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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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64－ 66年）
理 事 長：李　堯 常務監事：孫葆銓

常務理事：余定華　王大倫 監　　事：王維義　邱任葵

理　　事：沈紹祖　陳江章　曾憲松　林身振 總  幹  事：林身振

　　　　　蔡易甫　戴景明

候補理事：陳福隆　謝穎川　經思九

第二屆（66－ 68年）
理 事 長：王大倫 常務監事：王維義

常務理事：李　堯　蔡南田 監　　事：陳繩祖　傅德馨

理　　事：陳福隆　林身振　蔡易甫　謝穎川 總  幹  事：林身振

　　　　　曾憲松　沈紹祖

候補理事：余定華　陳樹勛　邱發恒　陳文源

高雄市分會歷屆理監事暨學會會務工作人員名錄

高雄市改制院轄市

第一屆（68－ 70年）
理  事  長：陳文源 常務監事：李　堯

常務理事：陳福隆　陳樹勛 監　　事：王大倫　曾憲松

理　　事：林身振　謝穎川　蔡易甫　傅德馨 候補監事：李蘭嬌

　　　　　趙　清　蔡南田 總  幹  事：戴景明

候補理事：陳繩祖　錢伯讓　王善璋 幹　　事：蔡國亮

第二屆（70－ 72年）
理  事  長：陳文源 常務監事：李　堯

常務理事：趙　清　陳樹勛 監　　事：王大倫　邱發恒

理　　事：陳福隆　蔡易甫　莊榮三　李蘭嬌 候補監事：謝穎川

　　　　　黃清連　王英一 總  幹  事：莊榮三

候補理事：劉仲勛　左定毅　錢伯讓 幹　　事：蔡國亮　陳冠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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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72－ 74年）
理  事  長：趙　清 常務監事：王大倫

常務理事：陳文源　陳樹勛 監　　事：李　堯　歐陽瑋

理　　事：陳福隆　王英一　陳繩祖　蔣德  候補監事：左定毅

　　　　　劉漢容　謝穎川　 總  幹  事：王英一

候補理事：阮望聖　黃清連　蔡易甫 幹　　事：陳冠璇

第四屆（74－ 76年）
理  事  長：趙　清 常務監事：王大倫

常務理事：陳繩祖　陳文源 監　　事：宋漢清　謝穎川

理　　事：王英一　陳福隆　劉漢容　周福星 候補監事：左定毅

　　　　　蔡易甫　歐陽瑋　 總  幹  事：王英一

候補理事：吳　良　李蘭嬌　蔡南田 幹　　事：陳冠璇（前）

 　　　　　李蘭琴（後）

第五屆（76－ 78年）
理  事  長：蔡易甫 常務監事：王大倫

常務理事：趙　清　陳文源 監　　事：宋漢清　陳憲明

理　　事：王英一　陳樹勛　盧淵源　劉常勇 候補監事：謝穎川

　　　　　蘇芳貴　李蘭嬌　 總  幹  事：張哲茂

候補理事：蔡南田　吳　良 幹　　事：曾金蓮

第六屆（78－ 80年）
理  事  長：蔡易甫 常務監事：王大倫

常務理事：趙　清　盧淵源 監　　事：蔡憲唐　宋漢清

理　　事：陳文源　劉漢容　蔡南田　王永言 候補監事：陳憲明

　　　　　李蘭嬌　蘇芳貴 總  幹  事：張哲茂

候補理事：陳樹勛　裴伯渝　劉常勇 幹　　事：曾金蓮

第七屆（80－ 82年）
理  事  長：盧淵源 常務監事：蔡憲唐

常務理事：蔡易甫　劉漢容 監　　事：王大倫　呂執中

理　　事：裴伯渝　趙金勳　宋漢清　蘇芳貴 總  幹  事：張哲茂

　　　　　王永言　陳志成 幹　　事：曾金蓮

候補理事：陳文源　楊邱岳　蔡南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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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屆（82－ 84年）
理  事  長：盧淵源 常務監事：蔡憲唐

常務理事：蔡易甫　劉漢容 監　　事：呂執中　王大倫

理　　事：蘇芳貴　宋漢清　趙金勳　王永言 總  幹  事：張哲茂

　　　　　蔡南田　左定毅 幹　　事：曾金蓮

候補理事：古垣春　陳文源　吳　良 辦 事 員：蔡碧純

第九屆（84－ 86年）
理  事  長：劉漢容 常務監事：盧淵源

常務理事：蔡憲唐　蔡易甫 監　　事：呂執中　鍾秋飛

理　　事：蘇芳貴　趙金勳　宋漢清　陳文源 候補監事：蔣大成

　　　　　左定毅　古垣春 總  幹  事：張哲茂

候補理事：奚文虎　王永言　翁偉明 幹　　事：曾金蓮

 辦 事 員：蔡碧純

第 十 屆（86－ 88年）
理  事  長：劉漢容 常務監事：盧淵源

常務理事：蔡憲唐　蔡易甫 監　　事：呂執中　鍾秋飛

理　　事：宋漢清　蘇芳貴　古垣春　趙金勳 候補監事：林顯堂

　　　　　鄭燕琴　陳文源 總  幹  事：張哲茂

候補理事：左定毅　王永言　余光華 幹　　事：曾金蓮

 辦 事 員：蔡碧純

第十一屆（89－ 90年）
理  事  長：蔡憲唐 常務監事：劉漢容

常務理事：盧淵源　蔡易甫 監　　事：江祥生　陳文魁

理　　事：呂執中　宋漢清　鍾秋飛　古垣春 候補監事：陳有忠

　　　　　蘇芳貴　金儒熙　方敏清　王永言 總  幹  事：李天謝

　　　　　陳文源　余光華　陳增鎮　盧昆宏 專　　員：曾金蓮

候補理事：侯春明　黃義鑌 幹　　事：蔡碧純

第十二屆（91－ 92年）
理  事  長：呂執中 常務監事：劉漢容

常務理事：盧淵源、蔡易甫 監　　事：陳文魁、羅基湖

理　　事：蔡憲唐、鍾秋飛、蘇芳貴、盧昆宏 總  幹  事：李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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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敏清、金儒熙、張哲茂、古垣春 專　　員：曾金蓮

　　　　　趙金勳、江祥生、王永言、黃義鑌 幹　　事：蔡碧純

候補理事：侯春明、陳文源、陳清讚

第十三屆（93－ 94年）
理  事  長：呂執中 常務監事：蔡易甫

常務理事：盧淵源、劉漢容 監　　事：蘇芳貴、趙金勳

理　　事：盧昆宏、方敏清、陳文魁、蔡憲唐 候補監事：侯春明

　　　　　林彭榮、張哲茂、金儒熙、黃義鑌 總  幹  事：江洋生

　　　　　莊寶鵰、古垣春、蔣大成、邱佩文 副總幹事：曾金蓮

候補理事：王永言、謝其誠 幹　　事：蔡碧純

第十四屆（95－ 96年）
理  事  長：陳文魁 常務監事：蔡易甫

常務理事：劉漢容、盧昆宏 監　　事：林彭榮、蘇芳貴

理　　事：盧淵源、侯春明、金儒熙、鄭昌頻 候補監事：古垣春

　　　　　邱佩文、方敏清、莊寶鵰、張哲茂 總  幹  事：江洋生、侯春明

　　　　　蔣大成、黃義鑌、葉豐義、謝其誠 副總幹事：曾金蓮

候補理事：趙金勳、李天謝、潘浙楠 幹　　事：蔡碧純

第十五屆（97－ 98年）
理  事  長：盧昆宏 常務監事：蔡易甫

常務理事：鄭昌頻、陳文魁 監　　事：劉漢容、蘇芳貴

理　　事：盧淵源、金儒熙、邱佩文、余慶榮 候補監事：林彭榮

　　　　　方敏清、張哲茂、黃義鑌、張介能 總  幹  事：侯春明

　　　　　趙金勳、潘浙楠、李天謝、熊仁洲 副總幹事：曾金蓮

候補理事：謝其誠、蔣大成 幹　　事：蔡碧純

第十六屆（99－ 100年）
理  事  長：盧昆宏 常務監事：蔡易甫

常務理事：盧淵源、鄭昌頻 監　　事：蘇芳貴、呂執中

理　　事：方敏清、劉漢容、熊仁洲、邱佩文 候補監事：余慶榮

　　　　　黃義鑌、金儒熙、李逸湘、潘浙楠 總  幹  事：侯春明

　　　　　徐文元、趙金勳、李天謝、謝其誠 副總幹事：曾金蓮

候補理事：陳文魁、陳俊雄、蔣大成 幹　　事：蔡碧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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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屆（101－ 102年）
理  事  長：潘浙楠 常務監事：蔡易甫

常務理事：李逸湘、盧昆宏 監　　事：劉漢容、蘇芳貴

理　　事：盧淵源、方敏清、徐德政、邱佩文 候補監事：余慶榮

　　　　　鄭昌頻、黃義鑌、徐文元、熊仁洲 總  幹  事：侯春明

　　　　　金儒熙、趙金勳、呂執中、陳文魁 副總幹事：曾金蓮

候補理事：李天謝、陳俊雄、李宗倚 幹　　事：蔡碧純

第十八屆（103－ 104年）
理  事  長：潘浙楠 常務監事：蔡易甫

常務理事：盧昆宏、李逸湘 監　　事：劉漢容、熊仁洲

理　　事：盧淵源、徐德政、金儒熙、黃義鑌 候補監事：蘇芳貴

　　　　　方敏清、呂執中、陳文魁、王斯可 總  幹  事：侯春明

　　　　　徐文元、邱佩文、鄭昌頻、陳俊雄 副總幹事：曾金蓮

候補理事：李宗倚、李天謝、趙金勳 專　　員：蔡碧純

第十九屆（105－ 106年）
理  事  長：李逸湘 常務監事：蔡易甫

常務理事：李天謝、徐德政 監　　事：徐文元、劉漢容

理　　事：盧昆宏、潘浙楠、方敏清、盧淵源 候補監事：蘇芳貴

　　　　　呂執中、黃義鑌、陳俊雄、陳文魁 總  幹  事：侯春明

　　　　　王志郎、鄭昌頻、熊仁洲、王斯可 副總幹事：曾金蓮

候補理事：邱佩文、莊寶鵰、金儒熙 專　　員：蔡碧純

第二十屆（107－ 108年）
理  事  長：李逸湘 常務監事：劉漢容

常務理事：熊仁洲、潘浙楠 監　　事：王斯可、蘇芳貴

理　　事：方敏清、王志郎、呂執中、徐德政 候補監事：金儒熙

　　　　　郭展銓、粘孝堉、陳文魁、陳俊雄 總  幹  事：侯春明

　　　　　黃義鑌、鄭昌頻、盧昆宏、盧淵源 副總幹事：曾金蓮

候補理事：李天謝、邱佩文、洪成宗 辦  事  員：徐晟瑄

第二十一屆（109－ 110年）
理  事  長：莊寶鵰 候補理事：李天謝、邱佩文、陳俊雄

常務理事：李逸湘、熊仁洲 常務監事：劉漢容

理　　事：方敏清、呂執中、洪成宗、許聰德 監　　事：金儒熙、徐德政

　　　　　粘孝堉、陳文魁、陳訓祥、黃義鑌 候補監事：蘇芳貴

　　　　　鄭昌頻、潘浙楠、盧昆宏、 總  幹  事：侯春明

　　　　　盧淵源 ( ～ 109 年 4 月 )、 副總幹事：曾金蓮

　　　　　李天謝 ( 自 109 年 4 月起 ) 辦  事  員：徐晟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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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分會歷屆理監事暨學會會務工作人員名錄

第一屆（68－ 70年）
理  事  長：嚴義雄 常務監事：余順通

常務理事：林景明　林宗華 監　　事：呂秋光　林清安

理　　事：丁田井莘　杜叔耆　杜其本　林德培 總 幹 事：賴甦民

　　　　　曾清潔　陳炳煌

第二屆（70－ 72年）
理  事  長：丁田井莘 常務監事：張江永

常務理事：林宗華　林景明 監　　事：呂秋光　林清安

理　　事：嚴義雄　杜其本　林德培　陳勝年 總 幹 事：賴甦民

　　　　　陳源樹　賴甦民

第三屆（72－ 74年）
理  事  長：丁田井莘 常務監事：張江永

常務理事：林宗華　林景明 監　　事：呂秋光　林清安

理　　事：嚴義雄　杜其本　林德培　陳勝年 總 幹 事：賴甦民

　　　　　陳源樹　賴甦民

第四、五屆（74－ 78年）
理  事  長：賴甦民 常務監事：陳國正

常務理事：張良作　陳源樹 監　　事：呂秋光　林清安

理　　事：丁田井莘　佘溪水　林宗華　林德培 總 幹 事：陳源樹

　　　　　葉　忠　劉涵初

第六屆（78－ 80年）
理  事  長：胡坤德 常務監事：洪明傳

常務理事：陳敏捷　陳源樹 監　　事：潘忠煜　宗志偉

理　　事：陳耀茂　葉　忠　佘溪水　賴威光 候補監事：陳錦茂

　　　　　賴銘克　范文智 總 幹 事：洪堯勳

候補理事：張清波　洪維賢　吳友欽 幹　　事：林淑娟

第七屆（80－ 82年）
理  事  長：胡坤德 常務監事：林紹煌

常務理事：張文貴　張清波 監　　事：葉　忠　彭　泉

理　　事：潘忠煜　陳源樹　陳敏捷　呂育任 候補監事：劉仁傑

　　　　　賴威光　賴銘克 總 幹 事：范思信

候補理事：紀國庫　佘溪水　王本正 幹　　事：胡秀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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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五年度：大同股份有限公司板橋電冰箱廠　　　　產品：電冰箱

六十六年度：無

六十七年度：大同股份有限公司大龍電視廠　　　　　產品：電視機

　　　　　　台灣松下電器股份有限公司冰箱廠　　　產品：電冰箱

六十八年度：台灣松下電器股份有限公司電視廠　　　產品：電視機

六十九年度：台灣松下電器股份有限公司冷氣機　　　產品：冷氣機

　　　　　　聲寶股份有限公司板橋一廠　　　　　　產品：彩色及黑白電視機

七十　年度：大同股份有限公司電音廠　　　　　　　產品：電唱收錄音機

　　　　　　台灣松下電器股份有限公司洗衣機廠　　產品：電動洗衣機

七十一年度：大同股份有限公司板橋洗衣機廠　　　　產品：洗衣機

　　　　　　東元電機股份有限公司電子廠　　　　　產品：電視機

七十二年度：台灣日光燈股份有限公司新竹廠　　　　產品：螢光管

　　　　　　歌林股份有限公司電子廠　　　　　　　產品：黑白及彩色電視機

七十三年度：歌林股份有限公司電冰箱廠　　　　　　產品：電冰箱

　　　　　　歌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產品：汽車音響

七十四年度：東元電機股份有限公司淡水廠　　　　　產品：冷氣機

七十五年度：歌林股份有限公司冷氣機廠　　　　　　產品：冷氣機

七十六年度：宏碁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產品：16 位元、32 位元個人電腦

　　　　　　　　　　　　　　　　　　　　　　　　　　　天龍中英文電腦－終端機

歷屆經濟部部長品質獎得獎機構 /產品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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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七年度：泰豐輪胎股份有限公司　　　　　　　　產品：汽車用內、外胎

　　　　　　聲寶股份有限公司板橋廠　　　　　　　產品：錄放影機

七十八年度：無

七十九年度：士林電機股份有限公司新豐廠　　　　　產品：無熔線斷路器及電磁開關

　　　　　　台安電機股份有限公司湖口一廠　　　　產品：交流電磁開關及無熔線斷路器

　　　　　　台安電機股份有限公司湖口二廠　　　　產品：高低壓受配電及控制設備

八十年度：無

八十一年度：台灣日光燈股份有限公司竹東廠　　　　產品：窗型冷氣機

八十二年度：士林電機廠股份有限公司士林廠　　　　產品：汽、機車用電裝品

　　　　　　三陽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新竹廠　　　　　產品：機車、汽車

八十三年度：和成欣業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廠　　　　　產品：衛生瓷器

　　　　　　和成欣業股份有限公司二廠　　　　　　產品：給水銅器



中華民國品質學會第 57屆年會
國際品質管理研討會 (ISQM 2021)

118

歷屆品質獎得獎名錄

第一屆（54年）
（一）品管個人獎：施政楷先生　宋文襄先生　楊宗時先生

（二）品管團體獎：臺灣肥料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廠 臺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虎尾總廠

　　　　　　　　　太平洋電線電纜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屆（55年）
（一）品管個人獎：張源漳先生　馬東民先生　程鍾權先生

（二）品管團體獎：臺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蒜頭糖廠 臺灣肥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廠

　　　　　　　　　臺灣石咸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廠 大同製鋼機械股份有限公司電扇廠

　　　　　　　　　臺灣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蘇澳廠 臺灣鳳梨股份有限公司鳳山廠

第三屆（56年）
（一）品管個人獎：吳玉印先生　林宗華先生

（二）品管團體獎：臺灣肥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廠 高雄合板股份有限公司

　　　　　　　　　民興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屆（57年）
（一）品管個人獎：劉　振先生

（二）品管團體獎：高雄硫酸錏股份有限公司硫酸錏廠 臺灣肥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廠

　　　　　　　　　臺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虎尾總廠北港糖廠 新三東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電機廠

第五屆（58年）
（一）品管個人獎：林秀雄先生

（二）品管團體獎：大同製鋼機械股份有限公司重電機廠 遠東紡織股份有限公司紡織廠

　　　　　　　　　臺灣日光燈股份有限公司新竹廠 臺灣鋁業股份有限公司電解廠

第六屆（59年）
（一）品管個人獎：陳文化先生

（二）品管團體獎：士林電機廠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嘉義溶劑廠

　　　　　　　　　臺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屏東總廠旗山糖廠

第七屆（60年）
（一）品管個人獎：鍾清章先生

（二）品管團體獎：大同股份有限公司板橋廠 台元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屏東總廠南州糖廠 南亞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新東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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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屆（61年）
（一）品管個人獎：李　堯先生

（二）品管團體獎：利台紡織纖維股份有限公司 東洋培林股份有限公司

　　　　　　　　　味全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味精廠 臺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新營總廠

第九屆（62年）
（一）品管個人獎：李全相先生

（二）品管團體獎：聚合化學品股份有限公司雄廠 中南紡織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廠

第十屆（63年）
（一）品管個人獎：陳福隆先生　鍾朝嵩先生

（二）品管團體獎：華隆股份有限公司 益新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屆（64年）
（一）品管個人獎：無

（二）品管團體獎：大同股份有限公司大龍電視廠 臺南紡纖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二屆（65年）
（一）品管個人獎：孫葆銓先生

（二）品管團體獎：華新麗華電線電纜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三屆（66年）
( 自本屆起，以工廠名稱筆劃為序）

（一）品管個人獎：無

（二）品管團體獎：大同股份有限公司馬達廠 士林電機股份有限公司新豐廠

　　　　　　　　　臺灣松下電器股份有限公司－電冰箱廠 臺灣松下電器股份有限公司－電視機廠

第十四屆（67年）
（一）品管個人獎：王晃三先生

（二）品管團體獎：大同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松下電器股份有限公司音響廠

第十五屆（68年）
（一）品管個人獎：劉漢容先生

（二）品管團體獎：大同股份有限公司電音廠

　　　　　　　　　臺灣松下電器股份有限公司冷氣機廠、洗衣機廠

　　　　　　　　　華新麗華電線電纜股份有限公司線材工廠

　　　　　　　　　聲寶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土城三廠、板橋一廠

第十六屆（69年）
（一）品管個人獎：無

（二）品管團體獎：大同股份有限公司冷氣桃園廠 產品：冷氣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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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電線電纜股份有限公司 產品：鋁門窗

　　　　　　　　　東元電機股份有限公司冷氣廠 產品：冷氣機

　　　　　　　　　東元電機股份有限公司電子廠 產品：彩色及黑白電視機

　　　　　　　　　聲寶股份有限公司林口廠 產品：冷氣機

第十七屆（70年）
（一）品管個人獎：白賜清先生

（二）品管團體獎：臺灣松下電器股份有限公司馬達廠 產品：家電用馬達

　　　　　　　　　東元電機股份有限公司中壢廠 產品：電動機

　　　　　　　　　東元電機股份有限公司新莊廠 產品：電動機

　　　　　　　　　歌林股份有限公司電子廠 產品：彩色與黑白電視機

　　　　　　　　　歌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淡水廠 產品：汽車音響

第十八屆（71年）
（一）品管個人獎：房克成先生

（二）品管團體獎：歌林股份有限公司電化廠 產品：電冰箱

第十九屆（72年）
（一）品管個人獎：張有成先生

（二）品管團體獎：無

第二十屆（73年）
（一）品管個人獎：王英一先生

（二）品管團體獎：南港輪胎股份有限公司南港廠 產品：汽機車內外胎

　　　　　　　　　南港輪胎股份有限公司新豐廠 產品：汽機車內外胎

　　　　　　　　　歌林股份有限公司冷氣機廠 產品：冷氣機

第二十一屆（74年）
（一）品管個人獎：王宗華先生

（二）品管團體獎：大同股份有限公司 產品：錄放影機

　　　　　　　　　士林電機廠股份有限公司湖口重電廠 產品：配電用變壓器

　　　　　　　　　中鋼結構股份有限公司 產品：鋼結構體

　　　　　　　　　宏碁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產品：小教授個人電腦

 　　　天龍中英文電腦

　　　　　　　　　東元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產品：電冰箱

第二十二屆（75年）
（一）品管個人獎：蘇義雄先生

（二）品管團體獎：泰豐輪胎股份有限公司 產品：汽車內、外胎

　　　　　　　　　聲寶股份有限公司林口一廠 產品：洗衣機

　　　　　　　　　聲寶股份有限公司板橋一廠 產品：錄放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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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屆（76年）
（一）品管個人獎：王治翰先生　廖方覩先生

（二）品管團體獎：味王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廠 產品：速食麵

　　　　　　　　　福特六和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產品：轎車、商用車

第二十四屆（77年）
（一）品管個人獎：陳文哲先生　顧振國先生

（二）品管團體獎：台安電機股份有限公司湖口一廠 產品：交流電磁開關及無熔線斷路器

　　　　　　　　　台安電機股份有限公司湖口二廠 產品：高低壓受配電盤及控制設備

　　　　　　　　　台灣普利司通股份有限公司 產品：汽車用內、外胎

第二十五屆（78年）
（一）品管個人獎：戴久永先生

（二）品管團體獎：士林電機廠股份有限公司 產品：汽機車用主要電裝品

　　　　　　　　　台灣日光燈公司竹東廠 產品：窗型冷氣機

　　　　　　　　　華豐橡膠股份有限公司 產品：自行車、汽機車內外胎

第二十六屆（79年）
（一）品管個人獎：林文仁先生

（二）品管團體獎：從缺

第二十七屆（80年）
（一）品管個人獎：盛其安先生

（二）品管團體獎：士林電機廠股份有限公司重電廠 產品：電力變壓器、模鑄式變壓器、配電盤

　　　　　　　　　三陽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產品：機車、汽車

　　　　　　　　　松和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產品：鋼纜

第二十八屆（81年）
（一）品管個人獎：林公孚先生　陳世璉女士

（二）品管團體獎：臺灣日光燈股份有限公司竹東廠 產品：安定器

　　　　　　　　　臺灣慧智股份有限公司 產品：終端機、顯示器、小型商用電腦及

 　　　週邊設備

　　　　　　　　　和成欣業股份有限公司二廠 產品：給水栓

　　　　　　　　　和成欣業股份有限公司三廠 產品：衛生瓷器

　　　　　　　　　裕隆汽車製造股份有限公司三義廠 產品：勝利、青鳥、飛羚、新尖兵、新速

 　　　利等轎車

　　　　　　　　　裕隆汽車製造股份有限公司新店廠 產品：速利轎車、好馬客貨車、寶馬客貨

 　　　車、速利貨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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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屆（82年）
（一）品管個人獎：謝天下先生　林清風先生

（二）品管團體獎：東元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產品：顯示器、終端機、傳真機、掃描機

第三十屆（83年）
（一）品管個人獎：陳漢棟先生　黃清孝先生

（二）品管團體獎：英業達股份有限公司 產品：電腦辭典、個人電腦、電子翻譯機

 　　　、電子筆記本、科學繪圖機

　　　　　　　　　亞力電機股份有限公司楊梅廠 產品：油式及模塑型變壓器、配電盤

　　　　　　　　　亞力電機股份有限公司新莊廠 產品：高壓開關及斷路器電線電纜配件、

 　　　父直流電源設備

第三十一屆（84年）
（一）品管個人獎：盧瑞彥先生　關季明先生

（二）品管團體獎：大眾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產品：電腦及相關週邊設備

　　　　　　　　　金寶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產品：傳真機、ＰＣＭＣＬＡ卡、電動打

 　　　字機

第三十二屆（85年）
（一）品管個人獎：楊錦洲先生　鄭燕琴先生

（二）品管團體獎：冠德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產品：集合住宅及商業大樓

　　　　　　　　　根基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產品：集合住宅及商業大樓

　　　　　　　　　信義房屋仲介股份有限公司 產品：房屋仲介服務

第三十三屆（86年）
（一）品管個人獎：陳耀茂先生

（二）品管團體獎：

　　　服務業類：科建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服務項目：企業經營管理輔導與訓練

　　　製造業企業類：國眾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產品：個人電腦系統、影像掃描器、電

 　　　腦顯示

　　　　　　　　　　華城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產品：配電變壓器、配電盤

　　　　　　　　　　華城電機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廠 產品：電力變壓器

第三十四屆（87年）
（一）品質個人獎：鄭春生先生　翁耀林先生

（二）品質團體獎：

　　　服務業類：昇捷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服務項目：住宅、大樓

　　　製造業企業類：台灣電力公司大林發電廠 產品：電力（火力發電）

　　　　　　　　　　南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產品：高密度、高層次記憶體積體電路

 　　　產品封裝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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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屆（88年）
（一）品質個人獎：張忠樸先生　黎正中先生

（二）品質團體獎：

　　　服務業類：中原大學 服務項目：教學行政服務

　　　　　　　　元智大學 服務項目：教學行政服務

　　　製造業企業類：長成鋼構橋樑股份有限公司 產品：鋼骨結構製造

第三十六屆（89年）
（一）品質個人獎：蘇朝墩先生　江瑞清先生

（二）品質團體獎：

　　　服務業類：美商安泰人壽保險公司台灣分公司 服務項目：客戶服務中心

　　　製造業企業類：賽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產品：不斷電系統

第三十七屆（90年）
（一）品質個人獎：呂執中先生　張文貴先生

（二）品質團體獎：

　　　製造業企業類：金利橡膠股份有限公司 產品：汽車、通信及電腦用按鍵

第三十八屆（91年）
（一）品質個人獎：曹志毅先生　朱慧德先生

（二）品質團體獎：

　　　服務業類：台証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服務項目：經紀業務

　　　　　　　　澄清綜合醫院 服務項目：醫療服務

　　　製造業企業類：益華股份有限公司 產品：飲料

第三十九屆（92年）
（一）品質個人獎：陳文魁先生　楊秀娟女士

（二）品質團體獎：

　　　製造業企業類：宏達國際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製造中心 產品：個人數位助理、智慧掌上型電腦

　　　製造業企業類：國防部軍備局生產製造中心第四○二廠 產品：光學、觀測、夜視器材

第四十屆（93年）
（一）品質個人獎：林文燦先生　張起明先生

（二）品質團體獎：

　　　製造業企業類：國防部軍備局生產製造中心第二○二廠 產品：火炮及彈藥

　　　製造業企業類：國防部軍備局生產製造中心第二○五廠 產品：輕兵器及彈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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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一屆（94年）
（一）品質個人獎：鄭昌頻先生　王雪明先生

（二）品質團體獎：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太空中心 產品：衛星系統及相關設備

　　　國防部軍備局生產製造中心第二○四廠 產品：軍用電池、防護器材、防潮除濕裝

 備、化學彈藥等

第四十二屆（95年）
（一）品質個人獎：陳啟光先生

（二）品質團體獎：

　　　中央健康保險局中區分局 服務項目：全民健康保險業務

　　　王品台塑牛排館股份有限公司 服務項目：餐飲服務類

第四十三屆（96年）
（一）品質個人獎：陳穆瑧先生

（二）品質團體獎：無

第四十四屆（97年）
（一）品質個人獎：范書愷先生

（二）卓越經營品質獎：

　　　中鴻綱鐵股份有限公司 二星獎

　　　宏達國際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二星獎

　　　南開科技大學 二星獎

第四十五屆（98年）
（一）品質個人獎：盧昆宏先生　鄭清和先生

（二）卓越經營品質獎：

　　　固緯電子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二星獎

　　　振躍精密滑軌股份有限公司 二星獎

第四十六屆（99年）
（一）品質個人獎：余豐榮先生

（二）卓越經營品質獎：

　　　國防部軍備局生產製造中心第二○三廠 三星獎

　　　久裕興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星獎

　　　科達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二星獎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二星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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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七屆（100年）
（一）品質個人獎：吳信宏先生　陳善德先生

（二）卓越經營品質獎：

　　　臺北市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 三星獎

第四十八屆（101年）
（一）品質個人獎：李逸湘先生　崔海平先生

（二）卓越經營品質獎：

　　　力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星獎

第四十九屆（102年）
（一）品質個人獎：

（二）卓越經營品質獎：

　　　弘光科技大學 三星獎

　　　瑞助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二星獎

第五十屆（103年）
（一）品質個人獎：

（二）卓越經營品質獎：

　　　瑞助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三星獎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 三星獎

　　　太極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星獎

　　　廣運機械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二星獎

第五十一屆（104年）
從缺

第五十二屆（105年）
（一）品質個人獎：

（二）卓越經營品質獎：

　　　久裕興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三星獎

第五十三屆（106年）
（一）品質個人獎：湯玲郎先生　王建智先生

（二）卓越經營品質獎：

　　　弘光科技大學 標竿獎

　　　國防部軍備局生產製造中心第 202 廠 標竿獎

　　　達佛羅企業有限公司 三星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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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四屆（107年）
（一）品質個人獎：蘇弘毅先生

（二）卓越經營品質獎：

　　　瑞助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標竿獎

　　　國防部軍備局生產製造中心第 209 廠 三星獎

　　　台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星獎

　　　台灣三偉達醫療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二星獎　

第五十五屆（108年）
（一）品質個人獎：來新陽先生

（二）卓越經營品質獎：

　　　桓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標竿獎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三星獎　　　

　　　台灣三偉達醫療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三星獎

第五十六屆（109年）
（一）品質個人獎：

（二）卓越經營品質獎：

　　　明昌國際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三星獎

　　　南華大學 三星獎

　　　博智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三星獎

　　　弘達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二星獎

　　　桃園市政府客家事務局 二星獎

　　　新虎將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二星獎

　　　碩陽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二星獎

第五十七屆（110年）
（一）品質個人獎：

（二）卓越經營品質獎：

　　　台灣高速鐵路股份有限公司 三星獎

　　　碩陽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二星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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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屆品質論文獎得獎名錄

六十九年度

何勇正　　　　　　　　　　　　　 題目：應用實驗計劃法在假撚加工條件對品質改進之研究

陳福隆　　　　　　　　　　　　　 題目：應用實驗計劃法對丙烯月青工廠反應器轉化率之研究

鄭明魁　　　　　　　　　　　　　 題目：實證貝氏方法在計數單次抽樣計劃上的應用

顏錐典 題目：商品檢驗局品管評價資料之分析研究 -- 以罐頭食品工業為例

七十年度
秦福壽 題目： 以簡單實驗計劃法決定 Vitamin K3 之較佳注射配方，並以

化學動力學原理及迴歸分析推定該較佳配方之壽命週期

鄭燕琴　　　　　　　　　　　　　　題目：連續抽樣計劃平均出廠品質 (AOQ) 函數之導求

七十一年度

劉漢容　　　　　　　　　　　　　　題目：缺點數管制圖之經濟設計

陳紹興　　　　　　　　　　　　　　題目：經濟允收抽樣計畫歷史文獻之回顧與探討

陳福隆　　　　　　　　　　　　　　題目： 應用實驗計畫法及品管圈活動對中化公司大社廠節省焚化爐

燃料油耗用之研究

七十二年度

周鳳寶　　　　　　　　　　　　　　題目：單樣本極端值檢定之蒙地卡羅研究

七十五年度

李景文　　　　　　　　　　　　 題目：檢驗物之顏色對比、形狀、大小、對檢驗效率影響之研究

七十六年度

張清波　　　　　　　　　　　　　　題目：顏色變化對目視檢驗效率之研究

七十七年度
劉漢容　　　　　　　　　　　　　　題目：缺點數管制圖之經濟設計

蔡憲堂　　　　　　　　　　　　　　題目：多元常態模式之篩選理論與應用

七十八年度
鍾清章　　　　　　　　　　　　　　題目：從人質觀點做全面質經營系統的探討

古東源　　　　　　　　　　　　　　題目：運用平均值管制圖管制連續流動的製程時之經濟性考慮

七十九年度

鄭春生 題目：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Quality Control : A 
Perspective and Overview

張柏榮、洪錦輝、李學養　　　　 題目： A cost Effective Multi－Response off－Line Quality Control 
for Plasma Et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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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度

黃清標、柯煇耀　　　　　　　　　　題目：產品貯存壽命試驗數據之可靠度分析

八十一年度

林信惠　　　　　　　　　　　　　　題目：複聯元件之相依性研究

八十二年度

陳文賢　　　　　　　　　　　　　 題目： X －製程管制圖的特性、抽樣個數、抽樣頻率及管制界限與

系統內參數互動關係

八十四年度

徐旭昇、陳金平　　　　　　　　　　題目：產品包含兩不相同組件之貝氏檢驗模式

顏立盛　　　　　　　　　　　　　　題目：ISO 9000 系列標準的市場價值與成功的策略

八十五年度

翁崇雄　　　　　　　　　　　　　　題目：評量服務整體性品質之觀念性模式建構

潘浙楠、吳淑玲　　　　　　　　　　題目：非常態資料製程能力指標之研究

八十六年度

盧淵源、張存金　　　　　　　　　　題目：由全面品質管理觀點探討新產品研發過程中之溝通行為

邱賜福　　　　　　　　　　　　　　題目： An Intelligent System for Pilot Production Using Case-Based 
Reasoning

八十七年度

陳文賢、林英峰　　　　　　　　　　題目：以 TQM 提昇我國通訊業競爭力的途徑

唐麗英、李威儀、黃建隆　　　　　　題目：積體電路生產線上各檢驗站缺陷數與產品良率關聯性之研究

八十八年度

潘浙楠、林明毅　　　　　　　　　　題目：在製程平均微量變動下管制圖正確選用之探討與研究

鄭春生、鄭靜彥　　　　　　　　　 題目： 以類神經網路辦識製程個別值數據之平均值，變異性及相關

性之變化

八十九年度

呂執中、林姜汶　　　　　　　　　　題目：以品質成本為基礎之供應鏈中供應商選擇模式之研究

蘇朝墩、彭鴻霖、李建德、徐政盟　　題目：操作路徑失效分析－以衛星任務為例

九十年度

潘浙楠、王仁宏　　　　　　　　　　題目：產品組裝干擾損失函數之研究

江行全、俞佳伶、王建智　　　　　　題目：印刷電路板製程中完稿底片尺寸變異之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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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一年度

顧瑞祥　　　　　　　　　　　　　　題目：結合類神經網路及專家系統的自動化統計製程管制系統

九十二年度

邵曰仁、張恭賀　　　　　　　　　　題目： 應用不同抽樣法及不同統計製程管制圖之組合以監督多注頭

製程之評估

九十三年度

王建智、江行全、劉至偉、陳佩鈴　　題目：印刷電路板阻抗調整模式之研究

李佳玲、葉穎蓉、何晉滄、黃井云　　題目：服務品質與顧客滿意度之實證研究－以台灣銀行業為例

九十四年度

陳啟光、魏建德、蔡政和　　　　　　題目：探討成功推動六標準差品質活動之組織文化特徵

駱景堯、余豐榮、洪松男　　　　　　題目： 結合類神經田口方法與基因演算法於多品質特性製程參數設

計最佳化

九十五年度

陳文魁、蔡裕正　　　　　　　　　　題目：機器視覺之馬可夫算程－半導體銲線製程之應用

池文海、黃庭鍾、魏國州　　　　　　題目： 影響組織績效之關鍵成功因素實證研究－以台灣高科技產業

為例

九十六年度

陳玄岳、劉永欽、曹壽民、張東生　　題目：全國型品質獎宣告對股價與企業風險的影響

林水順、劉子麟、莊英慎　　　　　　題目：運用遺傳演算法求解可維修串並聯系統參數

九十七年度

蔡志偉、唐麗英　　　　　　　　　 題目： 應用資料包絡分析法與自組性演算法最佳化來自實驗設計之

多反應變數

劉宗哲、蘇雄義、李明樺　　　　　 題目： 服務品質、價格認知、企業形象對顧客滿意與顧客忠誠關係

之研究—以香料產業為例

九十八年度

潘浙楠、賴盛振、李俊毅　　　　　　題目： 多變量製程能力指標在評估空氣品質上之比較研究—以台灣

地區空氣污染資料為例

張旭華、呂鑌洧　　　　　　　　　　題目： 運用 TRIZ-based 方法於創新服務品質之設計—以保險業為

例

九十九年度

盧淵源、郭倉義、李文彬　　　　　 題目： Examining the Effects of Information Quality on Behavioral 
Intention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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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心怡、蘇朝墩　　　　　　　　　 題目： Applying Hierarchical Genetic Algorithm based Neural 
Network and Multiple Objective Evolutionary Algorithm to 
Optimize Parameter Design with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一○○年度

黃允成、潘信佐、林淑萍　　　　 題目：動態加權下貝氏逐次抽樣之研究

宮大川、王鈺婷、陳嘉翎　　　　　 題目：綠色設計管控系統建構

一○一年度

葉進儀、廖冠傑　　　　　　　　　　題目：數量關聯規則探勘之項目離散化方式評估

楊宗銘、蘇朝墩 題目： 系統化組織變革模式於人員生產力提升之應用以半導體製造

公司為例

一○二年度

陳佩雯、鄭春生、陳思蓉　　　　　　題目： 利用連串法則提升累積計量管制圖偵測高產出製程異常之靈

敏度

吳吉政、陳春男　　　　　　　　　　題目：臺灣發光二極體產業製造策略卓越經營決策分析架構

一○三年度

任恆毅、吳易霖、余佳憓　　　　 題目：改良式 FMEA 應用於醫療器材設計階段之潛在失效風險評估

張志平、劉孝先　　　　　　 題目：應用柔性演算法於航太鋁合金焊接參數最佳化之研究

一○四年度

陳榮泰　　　　　　　　　　　　　　題目： A Study on Using the Moving Average Chart for Monitoring 
Time-Between-Events

陳明輝　　　　　　　　　　　　　　題目：二元反應變數的第 I 階段輪廓監控

一○五年度

李明賢、葉兆雄、雷方奕、郭修瑋 題目： The Application of FMEA and QFD to the Improvement of 
Packaging Processes for Transistor 

曾世賢、徐堯 題目： A Two Model Approach for Regression Diagnostics Applied 
to Furniture Design

一○六年度

郭岑伊、古東源 題目： Economic Design of Zero-Inflated Poisson Control Chart for 
Monitoring High Quality Processes

胡凱傑、徐鳳增、張宏生、謝宜臻 題目： 應用重要度績效分析與約略集合理論探討顧客對飯店服務滿

意度之影響因素：台灣與中國大陸之比較

一○七年度

劉秀雯、任立中、邵功新、林育理 題目： Bayesian Analysis of Cross-Category Attribute Preferences: 
Personalized Product Recommendations ( 跨品類產品屬性偏

好之貝氏統計分析：個人化產品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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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佩雯、彭薇珊、鄭春生、王藝婷 題目： Monitoring of Nonlinear Profile Variations Using Support 
Vector Machines ( 應用支援向量機於非線性剖面之監控 )

一○八年度

陳榮泰 題目： A Control Chart Based on Moving Average and Moving Ratio 
for Monitoring Weibull Data ( 應用移動平均與移動比值監控

韋伯資料之研究 )
吳美芳、陳正士、鄭豐聰 題目： Group Supplier Selection Problem Based on One-sided 

Process Capability Index with Multiple Characteristics ( 基於

多重品質特性單邊製程能力指數的集體供應商選擇問題 )

一○九年度

莊寶鵰、黃仕慶 題目： 精實系統、人力資源管理、全面品質管理與營運績效：

中 小 企 業 之 實 證 研 究 (Lean System,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and Operation 
Performance: Evidences From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楊素芬、盧尚文 題目：A Loss-Based Control Chart ( 新的損失管制圖 )

一一○年度

白凢芸、葉子明、張正文、鄭裕鴻 題目： 運用統計方法於品質事件風險評估與決策制定：以 TFT-
LCD 驅動 IC 之分屏不良問題為例 (Applying Statistical 
Method in Risk Assessment and Decision Making for Quality 
Event : The Case of Abnormal Display Problem in TFT-LCD 
Driver IC)

陳源聰、蘇純繒 題目： 應用田口式品質工程提升再生纖維素長纖複絲連續水洗後之

強力 (Application of Taguchi Quality Engineering to Improve 
the Strength of Regenerated Cellulose Multifilament After 
Continuous Was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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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楷服務獎得獎名錄

七十三年度：徐啟行先生

傑出貢獻獎得獎名錄

七十七年度：宋文襄先生　　劉　振先生　　鍾清章先生

四十週年績效優異楷模

九十三年三月廿八日：

會　　務：林英賢　楊雪芬　曾金蓮

工作委員：房克成　張有成　蘇義雄　林公孚　陳世璉　黃清孝　周滄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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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會歷屆年會 
日期、地點、主席及頒獎貴賓名錄

屆別 年/月/日 地　　　　　　　　　點 主　席
總幹事/
秘書長

頒獎貴賓

成立 53/03/28 台北市菸酒公賣局大禮堂 李國鼎 施政楷

1 54/05/12 台北市國貨館八樓 吳道艮 徐啟行 經濟部李部長國鼎

2 55/07/02 台北市國賓大飯店國際廳 吳道艮 胡永組 外貿會錢副主委昌祚

3 56/06/03 台南市台南大飯店真珠廳 吳道艮 徐啟行 經濟部汪次長彝定

4 57/07/03 台北市中泰賓館九龍廳
高禩瑾出國
李堯 ( 代 ) 徐啟行 經濟部李部長國鼎

5 58/08/09 高雄市華王大飯店萬壽廳 高禩瑾 徐啟行 高理事長禩瑾

6 59/09/13 台中市台中市立第一國中 高禩瑾 徐啟行
經濟部 孫部長運濬 

汪次長彝定

7 60/08/28 台北市商品檢驗局禮堂 高禩瑾 徐啟行 經濟部孫部長運濬

8 61/08/20 台南市台南大飯店孔雀廳 傅貽椿 徐啟行 經濟部孫部長運濬

9 62/09/23 桃園縣中正理工學院中正堂 施政楷 徐啟行 經濟部劉次長師誠

10 63/09/22 台北市商品檢驗局大禮堂 施政楷 徐啟行 高禩瑾先生

11 64/09/28 高雄澄清湖青年活動中心忠孝廳 趙國才 徐啟行 商品檢驗局陳局長宗悌

12 65/09/26 台中市逢甲工商學院育樂廳 施政楷 徐啟行 商品檢驗局陳局長宗悌

13 66/09/25 台北市商品檢驗局大禮堂 施政楷 徐啟行 行政院李政務委員國鼎

14 67/09/29 高雄中油高雄煉油總廠康樂中心 施政楷 徐啟行 經濟部汪次長彝定

15 68/09/28 台北市商品檢驗局大禮堂 施政楷 徐啟行 經濟部韋次長永寧

16 69/09/21 台中市台中市立文化中心 施政楷 徐啟行 經濟部張部長光世

17 70/09/20 台北師範大學綜合大樓演講廳 施政楷 徐啟行 商品檢驗局王局長宗溥

18 71/09/19 高雄市中正文化中心至善廳 施政楷 徐啟行 經濟部吳次長梅村

19 72/09/18 台北市中山堂光復廳 宋文襄 徐啟行 經濟部趙部長耀東

20 73/09/18 台北市圓山大飯店 宋文襄 徐啟行 經濟部吳次長梅村

21 74/09/22 中壢市中原大學中正樓 宋文襄 徐啟行 經濟部李部長達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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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別 年/月/日 地　　　　　　　　　點 主　席
總幹事/
秘書長

頒獎貴賓

22 75/09/21 新竹市國立交通大學中正堂 宋文襄 房克成 經濟部李部長達海

23 76/09/20 高雄市小港區中鋼公司 宋文襄 房克成 經濟部李部長達海

24 77/09/18 台北政治大學公企中心大禮堂 宋文襄 房克成 經濟部陳部長履安

25 78/09/24 台北政治大學公企中心 胡裕同 房克成 經濟部陳部長履安

26 79/09/16 高雄西子灣國立中山大學演藝廳 胡裕同 房克成 經濟部蕭部長萬長

27 80/08/25 台北市國立中央圖書館演講廳 王治翰 房克成 經濟部楊次長世緘

28 81/09/20 台中東海大學銘賢堂 王治翰 房克成 經濟部高主任秘書辛陽

29 82/09/19 台北國立政治大學藝文中心 白賜清 房克成 李國策顧問達海

30 83/09/25 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王晃三 房克成 經濟部江部長丙坤

31 84/09/23 新竹市國立交通大學資訊館 王晃三 翁清水 經濟部江部長丙坤

32 85/11/16 台北國立台灣大學 鍾清章 翁清水 經濟部許次長柯生

33 86/12/20 台南國立成功大學 高辛陽 謝財源 高理事長辛陽

34 87/09/27 中壢市私立元智大學 葉若春 關季明 工業局汪局長雅康

35 88/11/21 台中東海大學銘賢堂 葉若春 關季明 商品標檢局陳局長佐鎮

36 89/11/03 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葉若春 關季明 經濟部林部長信義

37 90/11/03 高雄圓山大飯店 王治翰 關季明 工業局歐副局長嘉瑞

38 91/11/02 台中逢甲大學國際會議廳 王治翰 關季明 標準檢驗局林局長能中

39 92/11/08 中壢市中原大學活動中心 王治翰 關季明 立法院江副院長丙坤

40 93/11/06 高雄市國立高雄大學國際會議廳 盧淵源 關季明 行政院經建會胡主任委員勝正

41 94/09/22 台北市圓山大飯店 盧淵源 關季明 盧理事長淵源

42 95/11/04 台中勤益技術學院 盧淵源 關季明 經濟部陳部長瑞隆

43 96/11/10 台北台大集思會議中心 張文貴 關季明 標準檢驗局陳局長介山

44 97/11/08 高雄市福華大飯店福華廳 張文貴 關季明 經濟部施次長顏祥

45 98/11/6.7 台北台大集思會議中心 張文貴 關季明 張理事長文貴

46 99/11/06 泰山鄉明志科技大學國際會議廳 楊錦洲 關季明 經濟部林次長聖忠

47 100/11/05 彰化大葉大學國際會議廳 楊錦洲 關季明 標準檢驗局陳局長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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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101/11/17 新北市淡江大學覺生國際會議廳 楊錦洲 關季明 標準檢驗局陳局長介山

49 102/11/16 高雄義守大學國際會議廳 盧淵源 關季明 盧理事長淵源

50 103/11/09 台北集思台大會議中心 盧淵源 林英賢 盧理事長淵源

51 104/11/14 台中本學會台中辦事處 盧淵源 林英賢 盧理事長淵源

52 105/11/19 台南國立成功大學 劉黎宗 侯惠文 標準檢驗局劉局長明忠

53 106/11/25 台北元智大學有庠廳 劉黎宗 侯惠文 標準檢驗局劉局長明忠

54 107/11/03 台中逢甲大學人言大樓啟垣廳 劉黎宗 侯惠文 標準檢驗局王副局長聰麟

55 108/11/02 桃園中原大學莊敬大樓 楊錦洲 陳介山 標準檢驗局連局長錦漳

56 109/11/07 高雄國立高雄大學 楊錦洲 陳介山 標準檢驗局連局長錦漳

57 110/11/06 台北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楊錦洲 陳介山 標準檢驗局連局長錦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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